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区纪委监委
组织召开机关各室(部)、派
驻机构10月份工作例会，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主任姜全文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上，机关各室(部)、
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就10月
份工作情况及下月工作思
路作了汇报交流，区纪委监
委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了点
评。

姜全文指出，在下步工
作中，一是要做好总结与计
划。对今年工作进行认真梳
理、查漏补缺，科学制定明
年工作计划。二是要依法依
规依纪审查调查。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审查
调查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始终牢固树立安全是审

查调查工作底线的理念。三
是要做好“巡回驻点”工作。
各派驻纪检监察组要结合

部门实际，进一步发挥“派”
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促进
党委(党组)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四是要积极配合省委
巡视工作。对省委巡视组根
据工作需要提出的要求，做
到专人负责、紧抓快办。六
是要强化沟通交流。积极主
动与上级部门进行对接，强
化工作落实。七是要积极对
外发声。不断增强纪检监察
工作透明度，促进社会各界
了解、理解、支持纪检监察
工作。八是要建立纪委监委
联系企业常态走访制度。建
立有效机制，进一步优化和
改善全区营商环境，推动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姜全文主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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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纪委通报
7起澄清党员干部受到不实举报典型问题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澄清保

护机制，倡树实绩实干、为担当

者担当的鲜明导向，及时为受

到诬告错告的党员干部澄清正

名，切实体现组织关心的温度，

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主动性，营造正气充盈的政

治生态和担当尽责的浓厚氛

围。省纪委近日通报7起澄清党

员干部受到不实举报典型问

题，分别是：

1、关于澄清对济南市长清

区平安街道党工委原书记邓洪

刚拆迁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

的不实举报。2018年9月，在干

部任前公示期间拟提拔的邓洪

刚被王某某实名举报不作为、

乱作为问题。经查，王某某两处

房产因市政建设和片区改造面

临拆迁，由于自身原因、政策调

整造成过渡安置费暂停发放，

因部分坍塌房屋不符合补偿政

策而未予以补偿，非邓洪刚不

作为、乱作为所致。同时，举报

人为谋取政策外非法利益，多

次约请邓洪刚吃饭，邓洪刚均

予以拒绝，并明确表示按政策

规定办理。经核查认定举报反

映问题不实，济南市纪委、市委

组织部负责同志赴长清区召开

领导干部澄清正名大会，现场

通报调查结果，并予以澄清，举

报人王某某正在处理中。

2、关于澄清对利津县北宋

镇党委书记陈建军在侯王村有

关事务上不作为、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滥用职权等问题的

不实举报。2017年以来，东营市

纪委多次收到匿名反映陈建军

处理有关村级事务不作为、搞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滥用职权

等问题的信访举报件。经查，北

宋镇党委政府多次就侯王村占

地赔偿到户指导；陈建军在该

镇财政资金紧张情况下积极对

上协调，为侯王村争取预付资

金50余万元，实施自来水管线

更新工程；陈建军多次主持召

开镇党委会议研究，带队深入

细致做群众思想工作，拆违工

作符合集体决策程序及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经核查认定举报

反映问题不实，东营市纪委主

要负责同志到北宋镇，主持召

开干部澄清正名大会，对核查

情况进行通报并予以澄清。

3、关于澄清对潍坊农商银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董兴磊搞

封建迷信、弄虚作假、搞权钱交

易、跑官要官等问题的不实举

报。2018年8月，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收到转办的匿名反映董

兴磊搞封建迷信、弄虚作假、搞

权钱交易、跑官要官等问题的

信访举报件。经查阅相关文件

和档案资料，以及与数十名相

关人员谈话调查，认定举报反

映问题不实。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以及

纪检监察部、人力资源部主要

负责人赴潍坊农商银行组织召

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通报说

明调查有关情况，对不实举报

予以澄清。

4、关于澄清对枣庄市台儿

庄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姜东省骗取扶贫资金、违规

报销费用、侵占村级协管员工

资以及私造文书处罚企业等问

题的不实举报。2018年4月，举

报人冒名到台儿庄区纪委举报

反映姜东省骗取扶贫资金100
万元、挂职村第一书记期间违

规报销费用、侵占村级协管员

工资、私造文书处罚企业等问

题。经查，反映姜东省以成立民

安检测中心为名骗取扶贫资金

100万元的问题，属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违规违纪行为，台

儿庄区纪委已于2017年9月给

予时任局长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该问题与姜东省无关。此

外，姜东省在挂职赵庄村第一

书记期间，有关帮扶款已全部

发放贫困户手中；上级拨付的

村级协管员资金14760元，已全

部发放村级协管员手中；行政

处罚程序正当，不存在私造文

书处罚企业问题。经核查认定

举报反映问题不实，台儿庄区

纪委在全区印发通报文件，及

时予以澄清正名。

5、关于澄清对莒县店子集

镇中心小学校长邵长林权钱交

易、贪污腐败等问题的不实举

报。自2017年7月起，莒县店子

集镇姜庄村小学教师牟某某先

后20余次向省市县党委政府有

关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及组织、

政法、信访等部门负责人匿名

或冒名邮寄举报件，反映邵长

林存在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

问题。经查，牟某某因绩效工资

和考勤问题对邵长林心怀怨

恨，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情况

下，捏造事实对其进行诬告陷

害，严重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在社会上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经核查认定举报反映问题

不实，莒县纪委责成教育部门

召开会议澄清事实，并对诬告

陷害者予以处理；县教育局召

开全县中小学校长园长会议、

店子集镇中心小学中层干部会

议予以澄清正名，给予牟某某

降低一个岗位等级处分，并在

全县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6、关于澄清对邹平县高新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旭东带队

强拆、破坏房屋的不实举报。

2017年7月，邹平县纪委收到李

某某(邹平县卫生防疫站退休

职工)反映刘旭东在济青公路

扩建时带队强拆、破坏房屋问

题。经查，济青高速拓宽工程指

挥部因工程建设需要在李某某

房屋南面架设防护网，请求高

新街道协助维持现场秩序。为

保证工程顺利进行，高新街道

组织机关干部和部分民警维持

秩序，期间，李某某夫妇多次对

工作人员指责并拍摄视频。刘

旭东带队到达现场维持施工秩

序时，工作人员并未对李某某

房屋采取任何拆除措施，也不

存在不文明行为。经核查认定

举报反映问题不实，邹平县纪

委及时澄清事实，并将有关情

况通过新闻报道公开发布。

7、关于澄清对莱西市日庄

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高维玉挥

霍扶贫款等问题的不实举报。

2017年9月，举报人冒名举报反

映高维玉挥霍上级拨付的扶贫

款，并通过做假账将扶贫款据

为己有的问题。经查，自2011年
1月高维玉担任该村党支部书

记以来，作为省级扶贫村、市乡

村旅游特色村，该村先后获得

上级扶贫资金共计80 . 8万元，

已计入村集体账户，并经村民

代表会议商议，先后用于该村

水利、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开支，且已据实入账。经核查

认定举报反映问题不实，莱西

市纪委及时予以澄清正名。

通报强调，以上澄清的7起

诬告错告不实举报中，有的是

匿名、冒名举报，有的是举报人

因道听途说、不了解实际情况

或者不熟悉政策而错告他人，

有的是为获取不当利益、因心

怀报复而诬告他人；有的党员

干部在执纪执法中因坚持原则

而得罪人受到举报，有的在履

职过程中因拒绝非法利益诉求

而受到诽谤等。这些不实举报，

背离了信访举报监督的本质，

干扰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有序推进，挫伤了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造

成了不良影响，其危害性严重

性不可小视。为受到诬告错告

的党员干部澄清事实、还以清

白，体现了党委、纪委旗帜鲜明

澄清是非、保护干部的鲜明态

度，也体现了激励干部敢于担

当、干事创业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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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廉典】

节用裕民
画/丛亮滋

节用裕民指节约用度，使人民

过富裕的生活。反对“四风”，尤其是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就是我们党和
国家节用裕民坚定决心的体现。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
由奢。近年来，全党上下狠抓作风建
设，成绩有目共睹。但从各级纪委监
委通报的情况看，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仍时有发生，
提醒我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
有完成时。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提出，作风建设要“扭住不放、寸
步不让，管出习惯、化风成俗”。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
既要高压扭转，也要固本培元。高压
扭转就是要对“四风”问题强化监
督、严肃查处、坚决曝光，而且要越
往后执纪越严，形成强大震慑，持续
强化“不敢”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固
本培元，一方面要从源头抓起，从完
善机制入手，形成一整套“不能”的
严格制度体系，压缩“四风”问题的
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要提高思想素
质和道德修养，常补理想信念之

“钙”，形成“不想”的思想道德防线。
只有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和灵魂
深处认识到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和必要性，才能化为行动上的自觉。

侯家镇纪委召开村级纪检委员及监察信息员培训工作会议

11月22日，侯家镇纪
委、派出监察室组织召开了
全镇村级纪检委员、监察信
息员培训工作会议。侯家镇
纪委、派出监察室干部及各
村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共
40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宣读了《威海市文
登区侯家镇党委村级党组
织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工
作管理办法》，明确了村纪
检委员、监察信息员的权利
和职责， 要求村纪检委
员、监察信息员在日常村级
事物管理中切实履行以下

职责：一要充分发挥宣传教
育职责，定期开展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集中教

育，举办群众喜闻乐见、内

容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活

动；二要充分发挥谈话提醒

职责，对存在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及时提醒谈话；

三要充分发挥监督检查职

责，加强对党(村)务公开、

党组织生活、重大事项集体

决策等制度的监督检查；四

要充分发挥信息报告职责，

认真收集违规违纪问题线

索，重要情况立即向镇纪
委、监察室报告。

会议要求，全镇各村纪
检委员、监察信息员要切实
服从组织领导，以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三堂课”制度为

抓手，积极完成上级安排部
署的工作任务，充分发挥村
级纪检委员、监察信息员的
参谋助手、组织协调、上传
下达作用，营造农村和谐发
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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