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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扶风县纪委

监委召开专题学习讨论会，组织

纪检监察干部通过多种途径学

习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

法》，对标要求、学思践悟。

8 月 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官法》，这是我国又一部国家监

察体制方面的法律。扶风县纪委

监委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及时学习

讨论，大家认为，《监察官法》对监

察工作提出了更细更高的要求，

他们要以多种形式学习《监察官

法》，领会吃透其中的内容实质，

以更高标准依法履行职责，正确

行使国家监察权。同时，扶风县纪

检监察干部还通过个人自学、小

组研学、交流讨论等方式，全面加

强对《监察官法》《监察法》《政务

处分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以进

一步提升监督监察工作质效。

德润宝鸡·家风建设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千方百计为群众办实事
——我市开展涉法涉诉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综述

霄宇 亚金

哪里有问题，就要从哪里解

决。今年以来，市纪委监委针对

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打击非法集

资、高利贷、电信网络诈骗，解决

执行难等问题，加强组织协调、

督促指导，持续提升作风建设治

理效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坚持目标导向
推动专项整治落实落细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首先要深入基层一线收集

问题线索。市纪委监委统一部

署，各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在其

门户网站公开作风建设主要内

容、开通举报窗口，全面接受群

众监督评判。纪检监察机关联

合多个部门，对专项整治进行

分类排查，列出问题清单，建立

工作台账。

目前，我市已经建立起由纪

检监察机关牵头抓总，牵头单位

调度指导，参与单位积极配合，派

驻纪检监察机构监督督促，县镇

抓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专

项整治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6 月 22 日，岐山县的马女

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

称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因办

案需要，要对马女士的银行卡

进行冻结，要求马女士告知自

己的银行卡号和银行卡余额。

马女士慌了神，按照对方提示，

她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设置为空

号，屏蔽了所有来电，正准备将

银行卡号和手机验证码告诉对

方时，岐山县公安局民警“从天

而降”。原来，民警接到了“宝鸡

反诈卫士”推送的高危预警，紧

急联系了马女士户籍所在地派

出所，了解到马女士的家庭住

址，及时赶到避免了诈骗案件

发生。

“宝鸡反诈卫士”是警方研

发的一款手机小程序，每天实

时给公安机关推送潜在受害人

线索。公安机关收到线索后，

会立即定位潜在受害人的位

置，迅速阻断受害人和诈骗嫌

疑人之间的通话。宝鸡市公安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宝

鸡反诈卫士”的注册使用人数

已超过 48 万，发送预警信息

2000 余次，有效解决了电信网

络诈骗预警劝阻机制不健全的

问题。

今年初至 7 月底，宝鸡警方

累计破获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287 起，同比上升 334.38% ；

抓获犯罪嫌疑人 332 人，同比上

升 250.57% ；止付各类银行账户

1.15 万余个，止付金额 4.07 亿

余元；冻结各类银行账户 1402

个，冻结金额 1.4 亿余元；预警

14350 人，挽回经济损失 1572 万

余元。

聚焦主责主业
形成贯通协同工作机制

为提高专项治理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我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与各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县区

相关单位建立贯通协同的工作机

制，督促落实党委（党组）主体责

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市委政法委以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清查专

项整治为契机，对所有案件落实

“三包一保”，开展集中化解工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诉讼服务建

设自查自纠专班，严格按照“三到

位一处理”原则，认真开展评查确

认、化解稳控等工作，推动信访问

题实质化解。

检察机关通过召开检察官

联席会、公开听证会、公益律师

参与及司法救助等方式，加强

化解联动协调。公安机关建立

清查化解工作周汇报会制度，

召开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清查化

解工作推进会，现场分解任务、

倒排工期、组织攻坚，还聘请律

师、法律专家，抽调法制、督察

部门民警成立涉法涉诉信访案

件清查化解研判工作组，针对

疑难案件制定工作方案，提升

化解质效。

目前，我市已将省、市信访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交办的涉

法涉诉信访积案全部办结，化解

率达 100%。

在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

和职业放贷违法犯罪方面，由

市公安局牵头，市级有关单位

参与，开展保险和理财公司非

法集资风险防控预警研判工

作，严厉打击非法高利放贷、

“套路贷”“校园贷”“现金贷”

等引发的暴力讨债违法犯罪活

动，整治相关非法金融放贷活

动，优化了金融环境。

深化标本兼治
推动职能部门完善制度

为进一步提升作风建设治理

效能，我市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探

索“三不”一体推进作风建设的有

效途径、有效载体、具体办法，一

个专项一个专项研究解决，一个

领域一个领域严管严治，切实提

升治理效能。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

的难题。三年前，渭滨区人民法

院对宋某与张某的民间借贷纠

纷案作出判决 ：张某应向宋某

归还借款 140 余万元。法院判决

后，张某拒不还钱，案件进入执

行阶段。今年 6 月 30 日，渭滨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干警驱车赶往

汉中市南郑区，对这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在检察

机关的监督下，法院执行干警对

张某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登记

造册，更换其房屋门锁并张贴封

条。张某的房屋后期将依法进入

司法拍卖程序。

目前，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牵

头，市公安、检察部门以及相关银

行、金融管理等单位组成工作小

组，采取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提升

执行规范化水平、完善执行工作

机制、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完善和

落实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协作联

动机制、建立完善政法机关打击

拒执犯罪工作机制等举措，着力

推动解决“执行难”问题，同时，制

定“一案双查”实施细则，倒逼执

行规范。

7 月 23 日，市纪委监委再

次召开加强作风建设切实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工作推

进会。会议要求，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问责，通过

查办典型案件形成有力震慑，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放大群众

反映强烈突出问题整治的综合

效应。

“从宝鸡实际出发，坚持做

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有

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

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

题。”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专项整治中，既要推动问题整

改，又要注意查找工作推进、日

常监管、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和漏洞，边整改、边总结、边建

设，全面激发全市党员干部只争

朝夕、真抓实干的工作热情，为

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有力作风保障。

金台区纪委监委：

整治停车乱收费
近期，金台区纪委监委以深化作风建设为突

破口，把停车收费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与党史学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切实
解决利用公共资源谋私贪腐、侵害群众利益的突
出问题。图为金台区纪委监委干部在卧龙寺街道
三迪社区随机抽查停车收费等问题。

（王生军  亚金）

陈仓区：

企地携手织密监督网
本报讯 近日，陈仓区纪委监

委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纪委联合开展“企地共建”主

题活动，企地双方通过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联手织密“监督网”，不

断增强工作规范化水平，持续推

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企地共建”活动中，参会人

员到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厂史教育基地、生产车间

等地参观学习，深入了解从修建

宝成铁路到高铁时代的发展历

程，及中国高速铁路接触网产品

生产过程。企地双方签署了共建

协议，进一步建立联席会议、资

源共享互助、警示教育等方面

的协作机制。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企地双方将按照协议有关

精神，切实抓好共建各项工作，

不断转变服务理念，持续提升服

务能力，促进管理创新取得新成

效，为保障企业健康、稳定、高质

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企地双方将发挥优势互

补作用，打通断点，畅通堵点，构

建交流借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的管党治党工作新格局。

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

监督检查党风政风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本报讯 日前，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对

2 个县区、7 个市级部门及其 27 个下属单位，开

展了一次党风政风监督检查。

此次检查由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组

织协调，采取室组联动的方式，整合所联系的驻

市公安局、驻市政府办、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

组及蟠龙新区纪工委的人力资源，抽调干部 20

余人，组成四个组 ；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审

查账务、走访座谈等方式，先后对金台区、太白

县，以及市公安局等 7 个部门及其 27 个下属单

位，承担的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有些单位存在差旅费报销不规

范、公务车燃油费管理粗放等问题，检查组已现场

反馈，并责成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对发现的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检查组将进一步核实。同时，检查

组要求各县区和单位，要对“九个领域专项整治工

作”进行再督促、再落实，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的主体

责任，促进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

狠抓突出问题
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讯 最近，有群众向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

组反映某派出所存在工作作风不正的问题。该纪

检监察组经过严格调查，核实了情况，督促有问题

派出所进行整改，积极回应了群众诉求。

接到反映后，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第一时

间召集市公安局督察、治安部门及相关单位的负

责人，研究制定调查方案，安排部署整改措施。经调

查，反映该派出所工作作风不正问题属实。针对调

查结果，认为此问题暴露出一些基层单位在抓队伍

管理方面存在短板、窗口单位在服务意识上还存在

不足、个别辅警在工作作风上还有待改进，责令该

单位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并督促认真整改。

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针对此事，要求公安

机关相关业务部门要举一反三，制定措施，防止再

发生此类问题；并要求各单位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巩固教育整顿成果，从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改进作风，标本兼治，整体

推进，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服务水平。

母亲的口头禅
刘巧玲

母亲一生克勤克俭、沉默寡言，但她的几句口
头禅一直影响着我。

母亲的口头禅之一 ：“活到老，学到老。”爱学
习是母亲终身坚持的好习惯。小时候，母亲没读几
天书，就因家贫当上了放羊娃，但她停课不停学，
只要一有空，就站在教室窗外偷听老师讲课，回到
家在纸上写字、在心里默念，日积月累，她认了很
多字。陪她去逛街，她边走边留意店铺的名称、街
道的位置，不懂的会问我。下次再去那个地方，她
就可以给别人当向导了。母亲经常向街坊邻居学
做各式各样的针线活，她看着谁穿的衣服好看，就
模仿着给我们做，我们不穿的旧衣服经她修改，焕
然一新，甚至有几分新潮，很多同学都羡慕我有个
巧手的母亲。现在母亲已年近八旬，还经常向小区
里做饭好的邻居学做烧牛腩、烧带鱼、炸酥鸡，让
我们在家就能享受到美味佳肴。

母亲的口头禅之二 ：“要想公道，得打个颠
倒。”这是我们的方言，就是换位思考的意思。每次
遇事，母亲总会说起这句话，然后让我们设身处地
多为别人着想，有礼有节地对待身边的人、处理好
身边的事。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家的牛跑到邻居家
的玉米地里，糟蹋了粮食。邻居特别生气，用鞭子
抽打牛，还跑到我家兴师问罪，说了很多不中听的
话。我气愤不已，牲口不懂事，又不是我们有意而
为，准备冲上前和他理论。母亲一把拦住我，语重
心长地说 ：“一棵庄稼千滴汗，咱家的牛糟蹋了人
家的庄稼，让别人骂几句出出气不碍事。要想公道
打个颠倒，要是别人家的牛把咱家的庄稼吃了，
咱也不高兴，是不是这个理？”后来，母亲主动找
到邻居家，给人家赔了不是，把损坏的玉米按株做
了赔偿，此事才算了结。工作后，每次遇到难缠的
人和棘手的事，我总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严以律
己，宽以待人，我的人际关系一直处理得不错。

母亲的口头禅之三 ：“不怕慢，就怕站。”以前
我写作没有恒心，一写不下去，就自暴自弃。母亲总
是提醒我 ：“凡事不怕慢，就怕站。”她拿自己做女
红为例子，说 ：“有的人一个星期可以绣一幅十字
绣，有的人三五年都绣不成一幅。不是快慢的问题，
是能不能坚持的问题。坚持下去，滴水都可以穿石；
不坚持，就前功尽弃。”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就学蜗
牛爬行，一点一点努力、一步一步向前，于是，我的
文字也开始见诸报刊，并成功加入了市作协。

母亲是我的人生导师，她的口头禅言简意赅，
却让我受用终身。   （作者系凤县商工局干部）

扶风县纪检监察干部：

深学细悟法规
提升监督质效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邓亚金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