
牢记初心使命

争做“四个绝对”监察官

近日，确山县纪检监察系统组织开展深化自身建设严

守“五条禁令”做“四个绝对”监察官教育活动。全县纪检监

察干部将初心使命转化为对党忠诚、履职奉献、担当作为的

实际行动，争当表率、争先出彩。图为该县纪检监察干部重

温入党誓词的情景。⑥2
通讯员 余 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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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 锟 通讯员
马菁英）今年以来，上蔡县纪委监委
立足职责定位，采取“四不两直”的
方式，深入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行
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等联系群众
最广泛、服务群众最直接的管理和
服务窗口行业开展监督检查，深入
了解各行业领域存在的效率低下、
作风不正等问题。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列出整改清单、提出
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措施和期限，及
时反馈给相关单位，督促整改落

实。针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与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谈话，并定
期对整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
对整改不认真、不彻底、搞应付的单
位，严肃追究责任，以精准问责倒逼
责任落实，助推行业部门不断优化
作风、提升效能。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还督促窗
口部门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简化登
记流程，推行更多政务服务事项

“掌上办”“指尖办”，让信息多跑
路，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打通行
业 部 门 服 务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里”。③3

清风 动态

上蔡县纪委监委

聚焦窗口作风 优化政务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宋 迪）今
年以来，平舆县纪委监委以开展
深化重复举报及初信初访治理工
作为契机，对重信重访举报件进
行全面梳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做到快速接访、快速受理、快速查
处、快速反馈，提高初信初访一次
性办结率，力求从根本上解决越
级访和重信重访，有效化解群众
矛盾。

该县纪委监委坚持实时反馈、
核查反馈、领导反馈的工作方式，
重点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群众反映
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进行全
面排查。对久拖未结或压件未办

的，督促承办单位尽快办结；对核
查不到位的，采取“室组地”联动
的方式限时办理；对处理结果不满
意的，由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包
案化访、提级办理。对于业务范围
外的问题，信访接待人员耐心解
释 ，向 群 众 讲 清 楚“ 为 什 么 不 受
理”“应该向哪里反映”，用心、用
情、用力帮助群众解疑释惑，确保
案结事了。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将继续集
中精力开展重复举报突出问题集中
治理工作，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着落，着力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③3

正阳县纪委监委

扎紧内部监管“铁篱笆”

平舆县纪委监委

让信访举报件件有着落

以“五确保”提升基层巡察质效
□ 李玉清

汝南县纪委监委

暖心回访让监督执纪更有温度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锟 通 讯
员 曹子健）今年以来，正阳县纪委
监委坚持将强化内部监督作为加
强自身建设的有力抓手，在全县纪
检监察系统构建领导班子监督、干
部监督机构专责监督、部门职能监
督、党组织日常监督、党员干部群
众民主监督“五位一体”干部监督
体系，防范内部廉政风险，着力打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
部队伍。

为全面掌握和了解纪检监察干
部的思想、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
加强对干部职工“八小时以外”的监

督，该县纪委监委还多次开展廉政
谈话、政治家访等活动，向干部家属
宣传中央、省、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政策规定、文件精神，鼓励
干部家属当好廉内助，把监督探头
转向自身、装到家中，进一步筑牢家
庭助廉防线。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充分利用
本地红色文化资源，通过接受现场
教育、重温入党誓词、举办朗诵比
赛、召开专题党课等方式，引导全县
纪检监察干部守初心、担使命，从优
良的革命传统中锤炼党性修养、凝
聚奋进力量。③3

巡察是党中央巡视工作向基层的
延伸，主要任务是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提升巡视巡察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对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厚植党的执政
基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在基层
巡察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巡察
方向不清、问题定性不准、巡察成果运
用不充分等问题。为使基层巡察在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上走得
更实、更深，就要始终坚持纪严于法、
纪法在前，以“五确保”助推巡察工作
高质量开展。

确保政治巡察定位。巡察作为巡
视向基层的延伸和拓展，要以“两个维
护”为根本任务，必须将“两个维护”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实际行动
上。通过查找政治偏差，切实解决基
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深入了解党的
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有没有得到落
实、取得实效，着力发现党组织宣传政

策是否及时，执行政策是否存在偏差
等问题。

确保巡察内容鲜明性、时代性。
不同的基层党组织有各自的职能特
征，而巡察报告则是巡察成果的集中
体现，反映出被巡察党组织整体情
况。要想做到巡深巡透，既要学习被
巡察党组织的业务开展情况及有关法
规条例，又要分析形势，熟悉上级相关
决策部署，真正做到懂政治、知政策、
强业务，使巡察工作不偏离方向。

确保创新性贯穿巡察始终。一直
以来，巡视工作不断革故鼎新、守正创
新，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全面推
进巡视实践、理论和制度创新。巡察
工作必须着眼新时代、新任务、新要
求，主动对标巡视。既不能依靠经验
主义，又不能搞“一刀切”“模式化”，要
根据被巡察党组织的不同类型确定巡
察模式。

确保成果运用见实效。纪检监

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担起整改日常
监督责任。巡察作为巡视向基层的
延伸，目的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推动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则是
写好巡察“后半篇文章”的关键。对
巡察中发现的问题线索紧盯不放，做
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彻底不
罢休、责任追究不到位不放过，对群
众反映强烈、明显违反规定且能够及
时解决的问题，要落实“当下改”的举
措。用挂牌督战的方式判定整改情
况，用“长久立”的机制衡量整改成
效。真正做到让有问题的人受到震
慑，让党员干部受到警醒，不断增强
巡察监督的政治效果，为巡察工作赢
得更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确保巡出人民立场。党的十九大
明确要求，市县党委在一届任期内实
现巡察全覆盖，巡察作为巡视战略格
局的重要一环，价值在于推进基层全
面从严治党，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要坚持人民立场，关键在于

“实”字，了解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
什么，就重点巡察什么、纠正什么，什
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从具体
人、具体事着手，努力以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与群众形成强大合力，向腐败和
作风问题共同发力，真正做到巡察的
权威来自基层党组织，巡察的力量来
自群众。③3

（作者系新蔡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弘正 陈
良）日前，泌阳县纪委监委紧盯重点
区域和关键环节，深入一线开展监
督检查，确保疫情防控相关措施落
实落细。

该 县 监 督 检 查 组 采 取“ 四 不
两直”等方式，下沉社区、封控区
等地，了解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发现
的安排不细、作风不实等问题提
出整改建议。

该县监督检查组聚焦中药治
疗，重点查看各地中药发放清单，

并电话联系居家隔离群众，准确
掌握中药发放情况。对迟发、漏
发、发放不到位的，向各地党组织
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同时跟踪问
效，倒逼责任落实。

该县监督检查组聚焦群众生
活，以电话抽查等方式了解党员联
户和红色代办履职情况，让每户群
众知道自己联系的党员是谁，生活
物资采购联系谁，确保居家隔离期
间米、面、油、菜、水果、生活用品等
有人代办，为早日战胜疫情奠定坚
实的群众基础。③3

泌阳县纪委监委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 吕 剑）连日来，
正阳县铜钟镇纪委督导组对辖区疫情
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该镇纪委督导组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下沉一线，重点检查核酸
检测点、疫情防控卡点值班值守情
况，以及居家健康监测人员管控、场
所码扫码等，及时发现疫情防控工
作中存在的漏洞，从严从实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督导组提醒相关人员要
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坚决
按照该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有关要
求落实好主体责任。

“我们将继续立足职责定位，
聚 焦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中 的 关 键 环
节，持续加强监督检查，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在全镇上下
营造‘紧’的防控氛围，筑牢疫情
防 线 。”该 镇 纪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③3

铜钟镇纪委

强力监督巡查 护航疫情防控
本报讯（通讯员 姚 敏）近日，汝

南县三门闸街道纪工委提级聘任社区
监委会主任为社区廉情监督员，明确监
督员职责定位，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
挥村级廉情监督员的基层监督作用。

当好政策法规宣传员。向群众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党风廉政建设及
廉政文化等，提升群众对政策法规的
知晓度。

当好社情民意信息员。深入村组
掌握并收集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焦
点、难点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当好矛盾调处化解员。及时协调

解决社区发生的信访苗头和隐患，力争
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当好党风廉政监督员。监督社区
两委班子成员及党员廉洁自律和作风建
设情况；社区党务、居务、财务公开情况；
项目建设、村级账务收支等情况。堵塞

“小微权力”运行漏洞，打通全面从严治
党“最后一公里”。③3

本报讯 （记者 张 锟 通讯员
赖学位）近日，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
一纪检监察组深入河南省隆强高科
建材有限公司开展“访企业·解难题·
优环境”主题走访活动，以实际行动
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该派驻纪
检监察组了解了该企业的复工复
产、生产经营等情况，以及目前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立足纪检监
察职能职责，重点围绕政策落实、管
理服务、执法司法、诚信建设、廉洁

从政、措施使用等情况，以及政商交
往“九要九不得”执行情况，采取问
卷调查、举行座谈会、发放便民联系
卡等形式，深入了解企业所思所想、
所困所惑，着力查处营商环境中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推动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重点了解了

惠企利企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党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尽责、服务企业
等情况。该派驻纪检监察组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走访
中发现、收集的问题以及意见和建
议，无论是纪检监察业务内的还是业
务外的，都安排专人负责，建立专门
台账，并及时向委机关相关室办上
报，充分发挥“室组地”合力作用，切
实扛起走访责任，确保走访活动取得
实效。③3

本报讯 （通讯员 商 进）近日，
平舆县万金店镇纪委认真学习了省
纪委办公厅制定的《严防“灯下黑”
五条禁令》，并采取逐条解读、对照
剖析、案例预警等方式，提高全镇纪
检监察干部自觉维护纪检监察机关
权威和公信力的意识。

锤炼政治品格。该镇纪委要求
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按照党的政治
标准要求自己，毫不动摇把政治过
硬作为第一标准。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严格纪律要求。纪委监察干部

要以更高标准、更严纪律要求自
己，自觉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主
动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在行
使权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
严之又严，切实做到打铁必须自身
硬。

加强内部监督。纪委监察干部
要自觉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
践锻炼、专业训练。进一步完善制
度规则，强化内部管理，公正规范履
职，加大严管严治、自我净化力度，
定期排查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
线索，严防“灯下黑”，让党委放心、
让群众满意。③3

万金店镇纪委

学禁令提素质 严防“灯下黑”

市纪委监委派驻第十一纪检监察组

实地走访企业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三门闸街道纪工委

拓宽监督渠道 筑牢反腐防线

本报讯 （记者 张 锟 通讯员
陈 飞）今年以来，汝南县纪委监委
在坚持从严执纪、严肃问责的同时，
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执纪问责全
过程，做实党政处分“后半篇文章”，
对近年来受到纪律处分的同志进行
精准回访。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按照“谁处
分谁回访”的原则，形成案件审理室
组织协调，所在单位派驻纪检监察
组共同参与，回访对象单位党委（党
组）积极配合的“融合式”回访机
制。坚持“一人一策”“因人施策”，
量身制定回访教育方案和个性化谈
话提纲，精准分类施策，推动回访教

育精准化、常态化、规范化。
同时，该县纪委监委采用谈心

谈话、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了解
受处分人员思想、工作、生活和改
正错误情况以及对组织的意见和
建议，注重换位思考，为受处分人
员消除顾虑，帮助他们重拾信心，
有效激发他们担当作为的内生动
力。

“开展回访要对症下药，使‘跌
倒’同志真正解开心结、快速轻装
上阵，帮助他们找回信心、重拾干
劲，让我们的监督执纪既有力度更
有温度。”该县纪委监委相关责人
表示。③3

驿城区纪委监委

强化警示教育 绷紧纪律之弦
本报讯 （记者 张 锟 通讯员

杨 港）今年以来，驿城区纪委监委采
取多种形式，连续打出警示教育“组
合拳”，做深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做实党员干部警示教育。

该区纪委监委将编印成册的以
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警示教育材料
发放给党员干部，警示党员干部要以
典型案例为镜，自觉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该区纪委监委坚持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组织重点岗位人员旁听征地拆
迁、民生领域等典型案件的审判过程，

把警示教育课堂前移到庭审一线，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该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身边典
型案例和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
的反面教材作用，将以案促改警示教
育会开到受处分党员干部的“家门
口”，不断加强警示教育。

每逢节假日及重要时间节点，该
区纪委监委通过“驿城清风”微信公
众号转发警示案例。同时，通过网络
平台发送廉政短信，将日常教育与节
前教育相结合，随时提醒党员干部守
牢清廉底线。③3

全面从严治党·书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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