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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纪检监察工作的
重要原则。省纪委十届二次全会指出，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做到监督为民、执纪为
民、正风为民、反腐为民，永远不脱离人民，全
心全意服务人民。

今年以来，沧州市纪委监委始终把维护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大力实
施监督为民、执纪为民、正风为民、反腐为民

“四个为民”工程，以更精准的聚焦、更丰富的
实践，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

着力下沉监督，做好群众工作

“大娘，今年地里麦子长势咋样，技术人
员上门给您支过招没，你们村农机够用不够
用啊……”夏收时节，吴桥县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行走在田间地头，围绕农业生产、作业机
具、农用物资筹备等情况，将下沉一线开展

“三夏”工作监督作为深化“四个为民”的具体
行动，保障全县小麦颗粒归仓。

眼睛向下看、脚步向下走、重心向下移。
“四个为民”工程开展以来，沧州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着力下沉监督，帮助群众解决最
现实、最具体的急难愁盼问题。

市纪委监委率先行动，主要领导带头，双
周下沉、每月调度，成立 9 个调研督导组，直
插基层驻点，掌握一手情况、了解真实问题。
县乡两级精准定位“群众身边的纪检监察机
关”，跟进监督、解决问题，把“四个为民”理念
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各方面，推动各项举措落
实到位。

围绕监督为民，持续深入一线，把监督
触角深入到群众当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聚焦市委确定的十项民生实事以及惠民政
策落实，聚焦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坚决整治各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问题 187 个。其中，运河区开展“廉洁征
拆”专项监督，对 367 户精装修现场进行监
督，坚决维护群众利益；渤海新区立足疫情
过后的复工复产，一线监督帮助解决问题，
保障全区 1000 多家商业服务业门店尽快恢
复经营。

围绕执纪为民，勇于自我革新，着力提升
基层监督执纪能力。乡镇一级着眼“强硬件、
配硬人、练硬功、出硬活”，推动194个基层纪
检监察机关全部实现规范化，调整充实纪检
监察干部105人；在村一级上，指导7236名村
级纪检委员、监察联络员、村务监督员，在日
常监督特别是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协助、监
督、教育、提醒作用。

围绕正风为民，深化纠正“四风”和作风
纪律专项整治，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围绕教
育、住建、残联领域突出问题和“村霸”问题开
展专项治理。同时开展信访举报“大起底”，
着眼于底数清、问题清、隐患清，扎实做好群
众信访工作，做到“事心双解”、赢得群众认
可。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检举控告总量同
比下降60%。

围绕反腐为民，紧盯基层“微腐败”，加大
惩治力度。市纪委监委召开全市审查调查会
议，严查群众身边腐败。截至目前，全市共立
案科级及以下干部 754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747人，留置12人。同时，针对性制发纪检
监察建议书、提醒函 11 份，分 4 批次对 19 起
典型案例通报曝光，让群众时刻感受到正风
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四个为民”工程效果如何，群众最有发
言权。

“最近县里、村里管纪检的同志总往家里
跑，起早贪黑，不光给我们解决了做核酸难的
问题，还给村里通上了长江水，再也不用喝苦
咸水了，‘四个为民’真是‘活好撒’！”东光县
秦村镇东朴村村民赵长利如此说道。

贯通“两个责任”，增强监督实效

“‘四个为民’说到底是以人民为中心、是
执政为民，我们新华区委带头抓好落实，积极
转作风树新风，努力把党员干部的‘付出指
数’变为群众的‘幸福指数’、新华的‘发展指
数’。”日前，沧州市新华区委书记金培元在谈
到“四个为民”工程时说。

将“监督、执纪、正风、反腐”纪检监察机
关职责与“为民”紧密结合，“四个为民”工程
站位全面从严治党、站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站位群众根本利益。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协助督促党委履行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从一件件关乎百姓切身利
益的小事入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
有力有序落实。

聚焦“疫情要防住”，沧州市纪委监委紧
紧围绕防控政策落实，靠前监督、主动而为，
出台《关于在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中深化“四个
为民”工程的通知》，全市1800余名纪检监察
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疫情防控监督或参与志愿
服务工作，围绕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点
建设管理、封控管控、院感防治等重点工作，
督政策落实、帮基层所需、解群众所难。

聚焦“经济要稳住”，沧州市纪委监委主
要领导带头，紧盯任务下沉调研，问需于企、
问计于民，推动政策直达基层、惠民惠企；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强监督、划红线，查处营商
环境领域突出典型问题9件，形成震慑。

聚焦“发展要安全”，在基层治理中发挥
专责监督作用，乡村两级纪检监察组织用情
用力把群众矛盾化解在最基层；监督责任与
主体责任同向发力，围绕安全生产等重点领
域开展专项监督，着力防风险、清隐患，保障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实施‘四个为民’，主责在县委，专责在
纪委。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最关心、最关注
的急难愁盼问题，面对面倾听、实打实解决、
心连心服务，真正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安
全感。”献县县委书记王永昌说道。

提升服务能力，打通“最后一米”

“监督执纪优环境，为企解困暖民心”，日
前，海兴县纪委监委收到该县某企业送来的
一面锦旗。

今年3月，受疫情影响，该企业水源供应
设备迟迟无法安装，生产生活遇到困难。在
看到当地纪委开通“民生民意直通车”平台
后，企业负责人上传了求助消息。收到消息
后，海兴县纪委监委迅速赶赴现场了解情况，
督促住建部门、自来水公司以最快速度帮助
企业解决了这一难题。

“‘民生民意直通车’平台根本目的在于

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
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机关不仅仅是查案子
的，更是能够为群众解忧纾困的‘贴心人’。”
海兴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道。

在“四个为民”工程中，沧州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积极探索、守正创新，围绕如何更广
泛倾听民生民意、怎样更好服务群众，不断想
办法、出实招。

借力于民，汇集基层监督的“最强民
力”。任丘市纪委监委借助退休干部、老党
员力量，在基层广泛建立“廉情监督联络
站”，聘请413名“站长”，广泛收集社情民意，
监督基层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泊头市纪委监
委探索村级监督与村民“调解小院”相结合，
贯通情理法、化解烦心事，既把矛盾纠纷解
决 在 百 姓 家 门 口 ，又 把 纪 法 带 进 村 民 生
活中。

提升素能，锤炼做好群众工作的过硬本
领。青县纪委监委围绕提升乡镇纪检监察干
部和新入职纪检监察干部执纪能力，创新“全
员培训+严格内控+结对协同”体系，实现理
论基础、规范执纪、办案实践的全方位提升，
锤炼群众身边的纪检监察铁军；黄骅市纪委
监委立足充分发挥村级“三员”作用，编印《黄
骅市村级“三员”一本通》指导手册，进一步提
升了村级纪检委员协助管党、村务监督员协
助治村、监察联络员化解矛盾的能力，让纪检
监察更好融入基层治理。

技术赋能，让民心民意搭上“网络快
车”。肃宁县纪委监委打造“码上监督”移动
平台，以各类政务服务场所为重点，将二维
码张贴在全县大街小巷，实现群众诉求一

“扫”直达；沧州市运河区名人社区创新“清
风哨”监督平台，群众一“吹哨”干部即“应
答”，实现收集问题、派单交办、监督解决闭
环运行、即接即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米”。

“从去年的‘下基层、化群访’，到今年的
‘四个为民’，打好下沉监督‘主动仗’、实打实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始终是我们
不变的初心。下一步，我们将把工程持续推进
下去，以为民服务的更大成效，为厚植党的执
政基础作出贡献！”沧州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

大力实施“四个为民”工程

沧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事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通讯员 刘江峰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 通
讯员陈彦华）“在开展联合监督过程
中，我们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座谈、
发放问卷等形式，对所联系县区信
息采集点企业，有关部门的廉洁文
化建设以及营商环境等情况进行了
详细了解，发现并梳理问题4个，目
前正督促加快整改。”日前，承德市

“共建共创”活动监督小组一位民主
监 督 员 向 活 动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反馈。

为进一步培树清正廉洁价值理
念，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创建亲清和谐发展环境，前不
久，承德市纪委监委联合市政协开
展了“共建廉洁社会、共创发展环
境”活动。

“开展‘共建共创’活动是党内
监督与民主监督贯通融合、加快释
放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建
设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市、
魅力承德’的现实需求。”该市纪委
监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此次“共建共创”活动
通过联合发起廉洁倡议、举办“‘廉’
接你我 一起向未来”主题活动、大
力开展廉洁文化进基层活动、加强
廉洁文化挖掘培育等举措，共同培
育廉洁理念。同时，围绕党中央决
策部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六治六提”、优化发展环境等重
点工作领域联合开展监督，深入了
解社情民意，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以有力监督推动全市发展
环境持续优化。

“被选聘为民主监督员，我倍感
荣幸，觉得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我将
主动作为，认真履行监督职责，不负
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前不久，在被
选聘为民主监督员后，监督员代表
郭相强激动地说。

为提升监督实效，强化协同互
补，该市整合集聚监督力量，双管齐
下。一方面，市纪委监委发挥“室组
地”专门监督力量和作用，开展靶向
监督。另一方面，从政协委员中聘
请100名民主监督员，分期分批组织前往企业、机关、社区、农
村、校园、医院等基层一线，开展监督活动，通过明察暗访、调
研走访、交流座谈等形式，了解企业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找准问题症结。

“对委员、企业代表等在日常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和问题线
索，我们将及时收集、分类梳理，建立台账、动态管理，同时协
调专门监督力量督促有关部门加快整改、解决问题。”该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问题线索处置结果，将及时通报
并视情况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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