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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优亲厚友，严查！

去年 11 月，陶山镇纪委发布一条村干

部违纪处分通报：该镇向荣村报账员单某

某在办理低保边缘户及低保边缘危房拆建

救助款的申请手续上弄虚作假、优亲厚友，

为他人谋取利益，致使该村村民黄某某家

庭骗取低保边缘户资格，并违规领取到低

保边缘旧房拆建救助款2万元。陶山镇党

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

零七条规定，给予单某某严重警告处分。

这是陶山镇坚决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的一个缩影。

去年12月以来，该镇纪委督促民政办

对低保户、低保边缘户的家庭经济收入及住

房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针对陶山镇扶贫领

域存在的低保户底数不清、对象识别不精

准、建档立卡信息不规范、脱贫退出程序不

及时等问题，牵头开展低保户违纪违法专项

整治行动，防止“救命钱”沦为“唐僧肉”。

经过 5 个月的专项整治，全镇低保户

1842 人中共清退出不符合条件的 68 人；

同时在这次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村干部

工作履责不力、敷衍塞责等问题，运用“第

一种形态”处理65人。

据该镇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行

动中清退的不符合条件的低保户主要分两

种情况，第一种是“人情保”，村干部明知对

象不符合低保标准，但因其是亲戚或朋友，

碍于人情面子，违规发放低保金；第二种是

原本符合条件的，但因家庭条件好转，经济

状况改善，却没有及时调整出去。

行动中，镇纪委通过对前期查办的案

件及瑞安本区域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

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发挥“查处一个、教

育一片”的效果，扩大警示和震慑作用，持

续释放扶贫领域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强

烈信号，对虚报瞒报低保户的情况，既追究

村干部的责任，同时追究有关驻村干部、镇

民政员的责任。

针对一些思想认识不到位、有抵触情

绪甚至抗拒清查的村干部，镇纪委及时开

展约谈，帮助其做好低保政策解读，并督促

其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工作；对有抵触情绪

的低保户，镇民政员和驻村干部做好一对

一沟通，解释政策，各片联系领导亲自把

关，做到应退尽退。

非法倾倒生活垃圾，严处！

2月8日，陶山镇组织人员在巡逻过程

中发现，陶山镇张染村村民张某甲从外地

运收垃圾倾倒至张染村农田，破坏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对农田生态环境造成污

染，严重影响该地块种植食用农作物；3 月

8 日有群众举报称，张某甲又从外地运收

垃圾倾倒至张染村山上，对该村山地周边

环境造成污染。

针对张某甲违法倾倒垃圾的行为，陶

山镇相关执法部门立即对其进行立案查

处、查扣车辆。事件的发生，也为陶山镇纪

委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敲响警钟，张染村村干部张某乙因未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受到通报批评处分。

“不法分子之所以敢非法倾倒生活垃

圾，一方面原因在于村干部和相关职能站

所存在履职不尽责、监管不到位等违规违

纪问题，另一方面还因为违法成本低，促使

不法分子‘铤而走险’。”陶山镇纪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本案中，村干部张某乙明知张某

甲非法倾倒生活垃圾，却没有到现场进行

制止，也未向相关职能部门报告，是典型的

履职不到位、不作为行为。

近年来，陶山镇频频发生不法分子非

法倾倒辖区外垃圾事件，镇纪委牵头严抓

严处此类行为，及时通报曝光典型问题，为

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比

如，今年2月，协助市纪委立案查处了岱下

村村干部收受贿赂默许村民从外地运收垃

圾倒至本村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给予该

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林某甲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给予村委会副主任林某乙责令辞

职处分，通过不断扩大警示和震慑作用，持

续释放生态环境领域执纪必严、违纪必究

的强烈信号。

村干部从被动或不敢到主动举报，党

员干部从不关我事到全镇齐抓共管，基层

职能站所从相互推诿到相互配合、协同作

战⋯⋯经过整治，该镇非法倾倒辖区外垃

圾现象得到有效杜绝，已形成多部门联合

惩治非法倾倒辖区外垃圾行为的长效机

制，为今后从严高效地对该类行为进行查

处和惩治提供了经验样板。

“三资”管理不规范，严管！

日前，陶山镇村镇代理中心工作人员

张某某因在负责新殿后村的账目审核和做

账过程中，明知该村一些票据不合法、不合

规也给予入账，导致该村账目混乱不清，受

到警告处分。

农村管理，尤其是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的“三资”管理，是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

重要关口。为了扎好“制度的笼子”，今年

以来，陶山镇纪委以查处“白条入账”为切

入点，对村级资金使用进行严格规范。对

各村不合法、不合规的票据，尤其是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的各类违规报销入账予以严

查。自3月份起，该镇已有效杜绝“白条入

账”的现象。

对于个别村集体资产存在的“贱租”现

象（即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将本村的房屋、土

地等出租，造成村集体资产流失，对村集体

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镇纪委召开专题

部署会议，要求全镇84个村严格清理村资

产，进行自查自纠，并对瞒报、虚报、拒不整

改等现象严肃问责。此外，还对村老协占

用村集体资产的问题进行严查，并不断加

强对村级资源管理的监督，要求返回地等

村级资源按规定比例保留为村集体使用，

壮大村集体经济。

“农村集体‘三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必须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监督执纪问责力

度，对侵害基层群众利益问题的要严肃查

处。”陶山镇纪委相关负责人说，“‘透明’的农

村集体‘三资’管理，不仅让村里花的每一分

钱都在阳光下运行，还有效杜绝了村集体资

产、村集体资源被暗箱操作的可能。”

据悉，为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陶山镇纪委在财务审批、开支管

理、报账程序方面对各村“三资”管理进行

了严格监督，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加强了

各村的报账工作管理，由一季度一报账“升

级”到每月一报账，要求对村账做到及时公

开，推动“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以前，村里的许多事情，特别是资产

方面的事我都不晓得，自从实行财务公开

后，现在每项开销情况、财务去处都张贴在

村里的财务公示栏，我们村民都一清二楚，

对村干部更加信任了。”陶山镇涂厂村村民

如是说。

■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魏俊

近年来，陶山镇党委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纵深推进。陶山镇纪

委坚持当好基层政治生态卫士，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剑指扶贫、环

保、“三资”管理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及时监督、严肃问责，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

了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

“我们常说，陶山甘蔗没有两头甜，实际上是给村干部立起了一条

‘戒尺’，划出了一条‘红线’：想当官就莫求发财，想发财就别来当官。”陶

山镇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纪委通过坚持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的信号，对于不作为、不担当的人和事，敢于监督、敢于亮剑，打下问

责的板子，达到“处理一片、警醒一片”的效果。

【云江廉潮】

陶山镇强化扶贫、环保、“三资”管理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聚焦全面从严治党 净化基层政治生态

本报讯（记者 金汝）5 月 1 日，我市启

动“墨香云江·书画瑞安”建设，莘塍街道

妇联积极响应，开启“每日一字”网络公益

班，推出1年级至3年级同步“每日一字”，

致力于普及和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目

前，已有近200人参与“每日一字”练字。

据了解，“每日一字”根据学生年级段，

分别建立微信群，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莘塍硬笔书法协会副会长林明铎对照人教

版课文必记生字，每天录制、上传一个字的

书写过程以及常见的错误形式，并附上书

写要点。学生根据“每日一字”视频练字，

利用课余时间每天听点评、改不足。

去年，“每日一字”网络公益书法活动

曾被列入莘塍街道“新家庭计划”项目，推

出“亲子练字 100 天”硬笔书法敏学奖评

比，吸引了当地600多名家长、学生参与。

自 2016 年 7 月份起，飞云江治理一

期工程 6 个施工标段之间开展互学互比

竞赛活动，比干劲、学科学，比成效、学

先进，比举措、拼进度，找差距、晒亮点，

营造出“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此次

是市水建办第 5 次开展互学互比竞赛。

在这几轮竞赛中，各个标段克服石

料供应紧张、高温酷暑、台风天气、赶潮

施工等难题，营造抢抓机遇、克难攻坚、

大干项目的浓厚氛围。

“开展互学互比竞赛活动对工程建

设有极大的好处。”市水建办主任陈道

明说，竞赛对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起

到监督作用，在各标段之间营造了良好

的氛围，建设速度明显加快；通过每月

考核组对各标段各方面的检查、考核，

市水建办也能及时掌握工地上的动态信

息。

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比管理，

这是互学互比竞赛的宗旨，在竞赛中，

发现隐患的停工整顿，经过一年多的强

力整改，成功消除了不少安全隐患，保

障了工程质量。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预

计今年年底完工，水建办将继续加大管

理力度，通过开展互学互比竞赛，抓进

度，保质量，迎接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潘虹）5 月 4 日，安阳新

区1号地块安置房工程完成竣工验收。作

为隆山公园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使

用的项目，为隆山公园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补偿现房安置奠定了硬件基础。

安阳新区1号地块安置房工程位于仲

容路以北、罗阳大道以东、永宁大道（瑞安

段又名莘阳大道）以西（瑞嘉庭院东面），

用地面积 1032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7523.7平方米，建筑层数为10或1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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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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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
2018 年度 4 月份竞赛考核情况

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 2018 年 4 月互学互比竞赛结果出炉

Ⅲ标段再次荣获第一
■记者 苏盈盈

昨日，记者从市水利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水建办”）获悉，

2018年4月互学互比竞赛结果出炉，Ⅲ标段以综合评分86.1分获得第

一名，这是该标段第二次拿下互学互比竞赛活动冠军“红旗”。

“要以互学互比为抓手，鼓励全员再接再厉，推动工程进度、质量、

安全、规范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提升。”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Ⅲ标段负责

人张良斌说。

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建设范围为我

市飞云江下游右岸马屿镇至飞云街道，

建设堤防总长度 31.05 千米，工程概算总

投资 9.59 亿元，分为施工Ⅰ标、Ⅱ标、Ⅲ

标、Ⅳ标、Ⅴ标及Ⅵ标 6 个施工标段。

此次互学互比竞赛活动中，市水建

办考核组对 6 个标段进行考核，考评总分

为 100 分。Ⅲ标段以 86.1 分获得 2018

年 4 月互学互比竞赛第一名。

据悉，Ⅲ标段堤线总长 6.73 千米，由

浙江省水电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承建，工

程范围从仙降街道仙篁竹村至后林村，

50 年一遇防洪标准，工期为 24 个月，工

程总投资 1.49 亿元。

张良斌介绍，该工程已完成投资约

1.13 亿元，新江溪水闸和后林水闸已经

完工，6.73 千米的堤防建设仅剩 200 米

未封闭，目前正在建设管理房以及收尾

施工。

在此次竞赛中，由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五分局承建的Ⅳ标

段以 0.1 分的差距与冠军“失之交臂”。

“在比赛中，我标段曾两次取得第一

名，这次可能是因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进入收尾阶段，基本上是零星施工，在工

程进度方面失分了。”Ⅳ标段负责人孙朝

阳说，互学互比竞赛活动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他们通过在项目内部开展劳动竞

赛，与每个作业班组分别签订工期责任

状，细化节点工期，依据任务完成情况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奖罚，充分调动全员生

产积极性。

克难攻坚
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你追我赶
冠亚军分数仅差0.1分

莘塍“每日一字”
网络公益班开班

安阳新区1号地块
安置房工程

完成竣工验收

建成的新江溪水闸建成的新江溪水闸

陶山镇纪委工作人员检查陶山镇纪委工作人员检查““白条入账白条入账””情况情况 陶山镇纪委工作人员入户调查低保户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