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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辉

“外出办案期间，绕道景区
旅游，并公款报销绕道旅游产生
的费用，本是公干，却夹带旅游
之‘私’，对相关人员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这是近期郾城区纪
委监委查处的一起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案例。

“当前，我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行
动正在深入推进，把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列入监督执纪重
点，聚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
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违规操办
婚丧喜庆等重点，紧盯老问题，关
注新动向，精准纠‘四风’。”10月
8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你好，我们是检查组的，
需要调阅一下商场假日期间购物
卡使用情况，请配合。”这是刚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市纪委监委
检查组在市区一大型商场查购物
卡的情景。“通过购物卡的持卡
人身份以及消费情况，发现蛛丝
马迹，深入细查。”检查组的同
志国庆七天连轴转，通过明察暗
访、交叉互查和推磨检查等方式
开展监督检查。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
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查之下，
违规行为趋于隐蔽化，变着花样

搞变通，但不管‘四风’问题如
何转入地下、披上什么样的‘隐
身衣’，只要违纪总会露馅，总
有蛛丝马迹可寻。”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的有关负责人
说，通过今年上半年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分析
研判，发现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
福利问题、违规配备使用公车问
题、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依然
存在，而违规吃喝等问题出现了
隐形变异，个别单位利用虚列工
程项目等方式转嫁吃喝费用，
甚至出现“不吃公款吃老板”
的问题。根据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工作安排，我市正在对重点
工程建设领域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重
点 查 项 目 资 金 是 否 有 损 失 浪
费、是否存在利用项目资金违
规公款吃喝、违规发放福利、
违规报销出差补助等情况。

另外，为了严查违规吃喝问
题，全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对各
单位公务接待情况进行了检查，
重点查无审批接待、无公函（或
通知）接待、陪餐人数超标、接
待次数超标，对3个单位的违规
行为进行了通报，责令退费共计
2万多元。

“市级公务接待一年 400 万
元的费用，我们精打细算，严格

按照接待条例，执行接待标准，
不碰红线、不逾规矩，不购买一
分钱的酒水。”市接待办的有关
负责人说，在公务接待活动中，
市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
格落实陪餐人数相关规定，厉行
勤俭节约。

“最开始，一些接待活动参
与单位不理解陪餐人数规定，要
求加凳子，增加陪餐人数，我们
告知相关规定后，他们理解了，
不再要求加凳子，慢慢大家也都
适应和接受新规了。”市接待办
的有关负责人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制
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持
之以恒整饬作风、激浊扬清，刹
住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
歪风邪气，攻克了许多过去司空
见惯的顽瘴痼疾，使作风建设成
为党的建设一张亮丽名片。”市
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作风建
设是攻坚战、持久战，必须锲而
不舍、坚持不懈，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要严格按照主题教育专项整
治相关要求，持续加大正风肃纪
力度，对主题教育期间顶风违
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
为从严查处，典型案例一律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以专项整治的成
效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推进。

紧盯老问题 关注新动向
严查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不松劲儿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我做得还不够好，我
要继续努力，为小区居民服
好务。”近日，王瑞霞收到
源汇区老街办事处送来的荣
誉证书和荣誉奖杯时表示。
办事处还给王瑞霞所在的公
司送来了一封表扬信，信中
说：“王瑞霞积极参加社区
志愿者服务活动，用实际行
动践行无私奉献的志愿精
神，被评为最美志愿者，感
谢贵公司培养了如此优秀的
志愿者……”

当天，老街办事处共为
孙战伟、王瑞霞、苗保根等
5位优秀党员志愿者送上了
荣誉证书和荣誉奖杯。

针对老旧小区整治难的
问题，老街办事处以滨河春

天小区为试点，组织居住在
小区内的“双报到”党员成
立了楼院党小组，通过定期
召开党小组会、开展入户走
访等形式，向居民讲解相关
政策，收集需求清单和问题
清单。并推动小区开展综合
整治、改造门卫门禁、增加
停车位等，全面改善小区硬
件环境，这受到了小区居民
的欢迎。

老街街道受降路社区居
委会主任荆海燕告诉记者，
在实际工作中，涌现出了孙
战伟、王瑞霞、苗保根等
一大批“双报到”党员代
表，他们充分发挥了基层
党 员 干 部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拉近了党员与群众的
距离，也为城市基层党建
注入了新生动力。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0月1日，全球瞩目，天安
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在阅兵队伍中，有一支由全军荣
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
队，其中有一面“杨根思连”战
旗。而在我们漯河，就驻扎着一
支杨根思部队。

“我们集体观看国庆阅兵直
播，当‘杨根思连’战旗一出
来，大家都沸腾了，又是欢呼又

是鼓掌。”10月 8日，在驻漯杨
根思部队，战士王鑫说起大家收
看阅兵仪式的场景时仍很激动。

记者了解到，在驻漯杨根思
部队，战士张凯文参加了今年的
阅兵盛典，他是此次国庆大阅兵
联合军乐团的一员。

10月8日，张凯文向记者讲
述了参加阅兵的经历和感受。张
凯文今年 26岁，2013年秋季入
伍。他从小学习萨克斯，此次被
选拔参加阅兵军乐团，并不是第

一次。2015年 9月 3日，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张凯文
就曾进入军乐团担负演奏任务。

张凯文说，今年 4月 23日接
到入选通知后，他第二天就抵达
北京开始训练，每一天都是严格、
艰苦、高强度的训练。“10月1日
9点50分开始演奏，下午1点30
分演奏结束，我们军乐团圆满完
成了演奏任务！”回忆起阅兵时
的场景，张凯文仍很自豪。

“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
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这是我们杨根思部队的
精神。为祖国母亲献礼，是任
务，也是我的荣耀。”张凯文表
示，“三个不相信”精神早已融
入他的血液中，激励他不惧怕并
坚决克服任何困难。看到“杨根
思连”战旗时，他的眼泪止不住
地往下掉，“我为自己是杨根思
部队的一员骄傲和自豪！那一
刻，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和辛苦
都值得！”

“我为‘杨根思连’骄傲和自豪”

党员“双报到”服务社区做先锋

本报讯（见习记者 党
梦琦）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
期，我市集贸市场、商场、
超市保障供应，粮、油、
肉、蛋、蔬菜、瓜果等重要
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基
本保持稳定。

国庆期间，记者在受降
路农贸市场和几家大型商
超走访，大白菜、青椒、
土豆等蔬菜价格比节前略
有回落，鸡蛋每斤价格在
4.9 元左右，与节前持平。
肉 类 价 格 相 较 于 前 段 时
间，涨幅不大。

另外，苹果、大枣、柿
子、石榴等各种时令水果也
开始大量上市，市场供应比
较充足，价格与近几年同期
相比，变化不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菜篮子’工作，把保供稳
价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
抓，多措并举，确保节日期
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市发改委有关人员介
绍说，根据监测数据，有
11个蔬菜品种，与节前相比
小幅回落，其中大白菜与节
前相比下降 9.1%，芹菜下降
16.7%，总体比去年同期有
20%左右的大幅回落。食用
油、农资、建材部分品种价格
小幅波动，总体保持稳定。

“目前情况看，鸡蛋因
节日因素带来的需求高峰期
已过，加上天气转凉，蛋鸡
产蛋率有所上升，预计下一
步价格会稳中有降。”该人
员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 张晓甫
通讯员 崔丽君） 10 月 8
日，记者从市场监管局获
悉，国庆假期，市市场监管
局 12315投诉举报平台共接
收各类咨询、投诉、举报
25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损失8.8万余元。

“十一”假期，12315
全体人员及全市市场监管系
统一线值守人员全天候轮岗
值班，确保热线畅通，对消

费者的投诉举报，第一时间
转办到辖区单位办理。

据介绍，国庆假期期间
我市消费者咨询的内容主要
涉及住房订金、客车消费纠
纷、旅行社纠纷、不开发
票 、 交 通 道 路 拥 挤 等 方
面；投诉内容主要涉及三
无食品、服装百货因质量
问题退换货、健身房充值
卡无法正常使用、汽车订
金纠纷等方面。

12315假期共接热线256起

国庆假期“菜篮子”货足价稳

张凯文张凯文（（左左））在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 图片由张凯文提供图片由张凯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