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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济南市市中区纪委
监委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
围绕区委中心工作，树牢服务全
区中心工作、服务全区党员群
众、服务全区驻济单位“三服务”
理念，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
作为，以实际行动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护航新时代
现代化强省会高品质城区建设
更加坚强有力。

党建引领强化担当

切实践行“两个维护”

2021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
组织全体机关党员开展“学党史

忆初心”主题党日活动，次日
起在全委范围利用班后时间集
中持续学习《党史故事100讲》、
第三天区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到
街道讲党课、一周内召开专题常
委 会 研 究 部 署 年 度 党 建 工
作……密集的党建活动在市中
区纪委监委机关已成常态，这既
是贯彻“党建引领”的具体措施，
更是市中纪检人政治自觉的真
实体现。

市中区纪委监委坚守政治
机关属性，把讲政治摆在首位、
贯穿始终。去年以来，紧紧围绕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等方面强化监督，坚
决纠正政治意识淡化、党建工

作虚化等问题，确保“两个维
护”的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将服务保障省
委巡视工作作为政治任务，认
真履行立行立改组职责，开展
干部违规办企业等清理行动；
扎实做好移交信访件的督办，
编印《信访移交件办理情况督
查专报》52期，对进展缓慢的及
时约谈提醒；制定巡视反馈问
题整改方案、责任清单和工作
台账，突出抓好6项牵头任务整
改落实，加强对全区面上整改
工作的督导推进，已全部整改
完毕；擦亮巡察“利剑”，紧扣

“三个聚焦”，强化政治体检，查
找政治偏差。全面完成区委第
六轮第二批、第七轮巡察，发现
重点问题987个，移交问题线索
108条，扎实推进第八轮巡察。

纪检监察工作开展到哪里，
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在区委巡察
组、审查调查组成立临时党支
部，强化政治引领，为顺利完成
任务筑牢思想根基。疫情防控期
间第一时间把支部建在社区哨
卡，让党旗飘扬在基层一线，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志愿服务、在

“双报到”社区帮扶式开展创城
复审志愿服务……市中区纪委
监委全体党员始终在一线树旗
帜、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

挺纪在前狠抓落实

监督执纪掷地有声

“大娘，您家里几口人啊？

今年收入怎样啊？天冷了，棉衣
棉被有吗？房子透风渗水吗？”
这是去年11月市中区纪委监委
检查组在兴隆街道察访核实扶
贫惠贫政策宣传和落实情况时
的场景。

市中区纪委监委扎实履行
监督第一职责，下沉监督、靠上
护航，聚焦区委重点攻坚任务推
进落实情况，坚持区委中心工作
指向哪里，哪里就有纪检监察干
部的身影。去年疫情防控期间，
组建10个督导检查组，开展85轮
帮扶式督导，督促整改问题1065
个，通报典型问题17个，给予党
纪处分2人，约谈街道主要负责
同志24人次。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
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制
定《深化拓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措施》，聚焦
扫黑除恶、脱贫攻坚、营商环境
等13个民生重点领域，全年查处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74件，处理156人。深化扫黑除恶
“伞网清除”行动，查处涉腐涉伞
和工作失职失责问题10件、处理
45人，切实维护民生民利。

此外，持续巩固拓展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毫不松懈
纠治“四风”，把“节点”当“考点”，
围绕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等“节日
病”、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和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加大监
督查处力度。2020年开展明查暗
访30余批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问题64起、处理103人。

高压反腐力度不减

不断深化以案促改

“2020全年受理信访举报
513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355件
次，筛选问题线索162件次；共处
置问题线索679件，立案311件，
已结案259件，党纪处分243人、
政务处分35人，移送司法7人。”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市中区
纪委监委惩治腐败决心坚定、态
度鲜明，不断强化执纪审查，力
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紧
盯土地资源、工程建设、公共资
金、农村“三资”等重点领域，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
新进展新成效。

将健全重点领域监督机制纳
入全区深化改革攻坚任务，重点
推动审批监管、工程建设、公共资
源交易等领域监督机制建设，强
化廉政风险源头防控和治理，不
断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有效的监督离不开及时的
教育提醒。市中区纪委监委做好
监督执纪“后半篇文章”，深化以
案促改、标本兼治，针对查办案件
中暴露出的问题，充分发挥检查
建议、监察建议作用，全年发出建
议书25份。发挥同级警示教育作
用，拍摄并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

《身边的镜鉴》、召开警示教育大
会，切实强化“不想腐”的自觉。

监督加压信任加力

打造全区干部之家

牢固树立“市中纪检大家

庭”既是纪检干部之家，又是全
区干部之家的思想观念，严管厚
爱，保护干部在监督约束之下健
康成长。开展区纪委常委与街
道、部门“一把手”廉政谈话，组
织对受处分、受问责人员进行

“关爱回访”，用好“四种形态”特
别是第一种形态，抓早抓小、抓
常抓严，小过即问、小错即纠。严
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制定并
落实《精准实施党内问责工作办
法》，为担当实干者容错免责，为
受诬告陷害者澄清正名，形成严
管厚爱、激励担当、干事创业良
好环境。

让“打铁的人”成为“铁打
的人”。市中区纪委监委加强对
纪检监察干部的教育、管理和
监督，通过“学、考、讲、动”实
现全员参与的“串联”，提升大
家庭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从
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关心关
爱纪检干部，倡树家庭和谐、业
务争先的良好风气，为全区深
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
保障。

新起点、新征程、新作为！市
中区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将秉持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
神，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
于行，脚踏实地奋力书写全面
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新篇章，为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会高品质城区建设作
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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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越好，姐姐救治的希望就会更大”

为给重病姐姐捐髓
7岁女孩日跑10公里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韩虹丽 王帅 实习生 张宇

女孩咬着牙一跑一上午

3月4日，在济南泉城广场的
两个花坛间，7岁的女孩琪琪咬着
牙一圈接一圈地跑着，累了蹲下喘
着粗气，过一会儿又继续站起来
跑，两只小拳头攥得死死的。一跑
一上午，每天10公里，一向不热爱
体育运动的她已坚持了整整一周。

“因为我要救姐姐呀！”去年6
月，琪琪的姐姐小涵被确诊为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最佳的治疗
方案就是骨髓移植，而经过配型
结果比对，琪琪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的身体越好，姐姐救治的
希望就会更大一些，我得多锻炼
自己！”琪琪坚定而努力地看着前
方奔跑着，每一个步伐，都承载着
全家人的希望。

“那一刻我的天都要塌了”

“姐姐生病啦，很严重！”
“以前姐姐脾气很好的，现在

总是乱发脾气……”
“我得跑步，得长胖点。”
虽然前言不搭后语，也不知

道姐姐到底患上什么病，但琪琪
知道自己能救姐姐的命。

停下了脚步，她大口大口地
喘着气，于燕赶紧给女儿递上水，
轻轻攥着她的手，理了理因为跑
步乱掉的头发。每次跑完步，她经
常背女儿回家，让她在自己的肩
头睡着，她尽可能地给女儿安慰，
也在弥补着沉在心底的愧疚。

“我不是没有犹豫过。”于燕
说，每次看到琪琪这么累，自己的
心像针扎那么疼。“可是琪琪是救
小涵最后的希望了。”

于燕记得，从小小涵就有流
鼻血的情况，不过家里一直没有
在意，以为是干燥上火，直到去年
6月份，小涵因为高烧被送往当地

医院。
本来以为是普通的发烧，没

想到当时在医院检查了1个多小
时都没有出来，当时的于燕就隐
隐有着不好的预感，直到医生说
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一
刻，我的天都要塌了！”

其间，小涵一直通过口服药
物治疗，直到去年10月份药物已
不再对小涵起到明显作用，曾经
天真听话的孩子，逐渐变得脾气
暴躁，于燕一家人决定来济南求
医。

“为了老大，辛苦老二了”

“由于骨髓不再造，身体里的
血小板、红细胞、白细胞都会很
少，导致孩子会反复感染，脸色苍
白没有力气，同时可有严重的内
脏出血和败血症的情况。”小涵的
主治医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小儿血液科主任医师王
红美介绍道。

摆在于燕面前的，就只剩下
骨髓移植一条路。经过配型，琪琪

和姐姐10个点全相合，小涵终于
有救了！可听到这个好消息，于燕
既欣喜，内心又充满了心疼，手心
手背都是肉，可是不选择，只能眼
睁睁看着小涵病情越来越重。

琪琪的学校已经开学，可现
在为了姐姐，琪琪也无法到校继续
学习，去年的期末考试，琪琪语文
数学都考了103分，满分是105分，
一提到算数，琪琪的眼睛里都闪着
光，这让于燕心里像被拧着一样
疼，可是琪琪还经常安慰着妈妈，
不停地说，姐姐一定会好起来的！

“为了老大，只能辛苦老二
了。”

于燕的朋友圈上写着这样一
句话：“女儿，只要有一丝希望，爸
爸妈妈也绝不放弃你，加油。”

现在负债20多万元了

“增重到50斤。”这是医生给
琪琪的任务。

距离这个目标，还有着8斤的
距离，琪琪咬着牙每天跑步锻炼
自己。一包两块五毛钱的零食，一
杯水，这是妈妈给琪琪跑步时的
所有“补给”。简单的单衣和一双
开了胶的球鞋，是她跑步的所有
装备。

于燕一家五口生活在聊城东
昌府区张炉集镇，因为要照顾孩
子，平日里就指望丈夫打零工的
工资为生。“输一次血小板要花
1740元。”于燕说，孩子爸打一个
月零工也就两三千块钱，为了给
孩子治病，亲戚朋友都借过了，现
在负债20多万元了。为了节约成
本，于燕也不敢让小涵住院。为了
方便复查，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
租了一间房，到点才去医院。在得
知了小涵的情况后，原本需要100
多元一晚，旅店老板为她们便宜
到80元一晚，于燕很感激。

3月16日，小涵又要进行一次
复查，姐妹俩要做的就是让自己
距离“达标”更进一步。

据王红美介绍，进行骨髓移
植手术治疗预计还要花费10万-
20万元，“后续骨髓移植成功后，
要口服抗排异药物一年，继续观
察情况。”

从正月十五到现在，于燕一家
已在济南呆了13天，距离下一次复
查还有12天，“暴跑”女孩琪琪还要
再坚持12天。“希望我们的回家之
路能够早一点来临吧。”于燕说。

如果您想帮助他们，请通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情报站或者
拨打新闻热线13969196706与我
们联系。

3月3日，壹粉“3577”向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点情报站发来求助情报，7岁聊城女孩琪琪为了
给10岁的患病姐姐捐献骨髓，每日进行跑步锻炼。即使再累也咬牙坚持，她每天跑10公里，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完成医生给她的“增重到50斤”的任务，身体才能达标救姐姐。

▲琪琪的姐姐小涵在医院也不忘学习。

为了身体达标，琪琪再累也坚持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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