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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马市纪委监委——
—

开展集中警示教育 推进以案促改
近日，义马市召开纪检监察系统以案
促改暨警示教育会议。 义马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汪海欧出席会议并
讲话。
关于扎实有序推进纪检监察系统以
案促改工作，汪海欧强调，一要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坚持“三个摆进去”。 要切实把
自己摆进去，纪检监察干部作为党的忠诚
卫士、“打铁的人”和“监督别人的人”，必
须时时刻刻以典型案例警示自己，以更高
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全市树立起忠诚坚

定、严格自律、秉公用权、担当尽责的标
杆；要切实把职责摆进去，从已经发生的
案例中汲取教训，实现“形”的重塑和“神”
的重铸，切实做到以案为鉴、警钟常鸣；要
切实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新时代赋予的新
使命，对照各自岗位职责，深刻查摆自身
存在的问题， 努力做到清清白白做人、踏
踏实实工作、兢兢业业干事。
二要坚持问题导向， 深刻查摆剖析。
结合当前纪检监察队伍现状，要重点解决
政治意识不强、纪律规矩意识淡化、担当

作为缺失、 工作标准和工作效率不高、精
神状态不佳等问题， 切实做到认真对照，
深刻反思，深入剖析，全面整改。
三要积极稳步推进， 务求工作实效。
要领导率先垂范、抓好问题整改、坚持常
抓不懈、增强工作实效，在以案促改制度
化、常态化上下大功夫，以严深细实的举
措，确保以案促改工作取得实效。
汪海欧最后强调，全体纪检监察干部
要以更加坚决的态度、 更加有力的措施，
扎实有序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努力打造让

卢氏县法院五里川法庭——
—

挂图作战 攻坚克难

巡回下乡办案 赢得群众好评
近日，三门峡市卢氏县法院五 场进行查看。
五里川法
里川法庭的 3 名法官利用周末时
间，驱车近百公里，又步行了 3 公 庭 位 于 豫 西 边
里多的山路，来到该县官坡镇兰东 陲，辖区横跨长
村，对一起物权纠纷案现场进行查 江、黄河两大流
看。
域，承载着卢氏
原告刘某与被告韩某系同村 县 西 南 7 个 乡
居民，双方因自留山上两家祖坟边 （镇）100 个 行
的一棵古柏树权属发生纠纷，刘某 政 村 近 千 个 居
将韩某告上法庭，请求判决被告韩 民组 1070.3 平
某返还砍伐的柏树，并赔偿精神损 方公里 12 万人的民事案件审理重
失。 卢氏县法院五里川法庭受理该 担。 然而，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河
案后，为了查清案情，化解双方矛 南最偏远的法庭仅有 3 名干警。
多年来，五里川法庭的法官们
盾纠纷， 承办法官利用周末时间，
顶着高温，行程近百公里到纠纷现 根植山区，兢兢业业，克服重重困

难，常年坚持巡回下乡办案，现场
调处纠纷，将庄严而神圣的审判法
庭搬到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方便
了群众的诉讼，赢得了辖区群众的
一致好评。
（赵富林）

卢氏县纪委——
—

对村组干部开展任前廉政谈话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我不是党员，现在被列入监
察对象， 我得好好地学习监察法，
今后在为群众干实事、办好事过程
中， 要时刻提醒自己遵纪守法、守
住底线。 ”近日，卢氏县木桐乡张家
村桑树坪组组长李学照在听完该
县纪委监委组织的新任职村组干
部集体廉政谈话后说道。
截至 6 月底， 卢氏县 19 个乡
镇村（居）
“两委”换届工作陆续完

成，共选举产生村（居）
“两委”班子
成员 1862 名，村民小组组长 3114
名。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使基层村组干部树立纪律规矩
意识， 村组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
卢氏县纪委监委迅速行动，按照教
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的要
求，由该县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
带队，组织 7 名纪检监察室负责人
分赴该县 19 个乡（镇）开展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监察法知识宣讲，并对
新任职村组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
话。
通过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新任
职村组干部纷纷表示，要牢记党的
宗旨，自觉做到遵纪守法、勇于担
当， 努力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郭强）

义马东区办事处——
—

组织社区干部赴许昌禹州考察学习
为学习先进地区农村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工作经验，进一步推进
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再提升， 近日，
义马东区办事处组织班子成员、各
社区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及相关
工作人员一行 30 余人远赴许昌禹
州进行观摩学习。
观摩人员首先来到了夏都办
事处华庄社区，在认真听取社区负
责人关于华庄旱厕改造等农村环
境治理措施的详细介绍后，深入居

民家中，询问相关细节，并就各社
区旱厕改造进行热烈讨论。 随后来
到了火龙镇刘沟村，重点学习了该
村的污水治理措施，并到刘沟湿地
进行考察学习；观摩人员第三站来
到了鸿畅镇李金寨村，仔细学习该
村“村庄美、田园美、生态美、庭院
美”的四美理念和“五美示范庭院”
评选办法；最后，观摩人员来到了
位于磨街乡东部的玉泉村，重点学
“一池”即家
习了该村“一池三改”（

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队伍，在新
时代中展现纪检监察干部新气象、 新作
为，为义马市“决胜二次创业，加快转型发
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会前，该市全体纪
检监察干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防灯下
黑》。
会议筛选并通报了 3 起本地纪检监
察系统的典型案例。 随后，4 名纪检监察
干部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与会全体人员签
订并递交了《廉洁履职承诺书》。
（张强 丁志新）

家户户建有沼气池，“三改”即“改
厕、改厨、改院”）环境治理模式。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不仅开阔
了眼界，也明确了发展方向，大家
纷纷表示，一定要认真汲取和借鉴
禹州农村人居环境卫生治理工作
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并结合本村
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大
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提高居民生活
质量，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美丽
乡村。
（李哲毅）

—卢氏县法院决胜
——
“基本解决执行难”
近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挂图作战”、打
赢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的要求，卢氏县法院正
式上线“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决战图和执行实施案
件办理流程图， 为打赢执行难决胜仗拟定攻坚路线，
突出实战化，抓住关键时间节点，凸显了该院打赢这
场硬仗的坚定决心。
“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决战图是对照第三方评
估机构，并参考最高院制作的“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决战图研究制定而成。 主要包括认真贯彻
“四个基本”
工作要求、定期通报执行质效考核指标、开展执行培
训、推行执行规范信息化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加强执
行宣传等主要工作内容。
执行实施案件办理流程图是将网上办案流程逐
步详细地列明需要重点把握的时间和措施节点，督促
提醒承办人严格按照执行办案流程和第三方评估指
标的要求规范办案， 并在时限内录入执行办案系统。
同时，该院还制作了《执行流程管理系统操作手册》，
将流程图和系统手册相结合，使干警们规范、熟练掌
握案件办理节点流程，确保执行案件办理规范、高效。
通过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挂图作战，该院进一
步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针对核心工作、短板问题制
定了相应的任务目标、完成时限，下一步将按照制定
好的目标，按照时间顺序逐项攻坚、步步推进，以敢打
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全力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
（韩若雪 姚琳琼）

义马市热力公司——
—

积极做好夏季防汛工作
连日来，大雨天气不断，义马市热力公司早准备、
早落实、早解决，积极做好防汛工作，为供热管网设备
安全度汛提供可靠保障。
该公司抽调抢险人员 20 人，抢险车 3 辆，组成
防汛应急小分队，24 小时处于临战状态，主要防止管
沟坍塌、地埋管网出现突发情况以及处于低洼地带管
网的抢险抢修工作，确保应急小分队在天气出现变化
时，特别是有大雨天气时，能够处于待命状态，一旦有
突发情况发生，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抢险。 同
时， 该公司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24 小时值班制
度，发生事故险情及时、科学、有效应对和处置。
明确防汛重点，针对管网设备面广点多、防汛形
势复杂的特点，该公司提前落实各项防汛物资，在今
年夏季来临之前，该公司布置防汛沙袋 50 袋、编织
袋 200 条、防汛专用胶鞋 30 双、雨衣 30 件、铁锨 20
把，及时补充和完善防汛物资，从硬件上确保防汛工
（马振山 郭茹）
作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