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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腐 不能腐 不想腐

上街区以案促改推进
“三不”机制建设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如何涵养好政治生态？在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如何发挥好纪检监察的护航作
用？2018 年以来，郑州市上街区创新以案促改“二三五”工作思路，以两项制度为根本，以三个创新活动（问
心、戒尺、刻印）为载体，采取“五个强化”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的有力助手。在突出抓好案发单位以案促改工作的基础上，将工作延伸至基层，建立区、镇办、村组（社区）三
级“纵贯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以案促改落地生根见实效，充分展现纪检监察的责任担
当。上街时报 谢鹏飞 通讯员 穆文涛 杨萌恺

问心——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威力
现场警示教育，执行“六方到场”制
度。采取案发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召
开警示教育大会，区纪委、被处分人、案
发单位党委（党组）书记、班子成员、重点
岗位人员代表、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到

场参会，现场录音录像，增加以案促改工
作的严肃性和仪式感。从“四个意识”、
党组织凝聚力、单位干部作风、党规党
纪、警示教育 5 个方面做“问心”
（客观+
主观）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把握案发

单位的政治生态，剖析案发原因，进行靶
向治疗强化责任落实，案发单位中层以
上党员干部签订以案促改公开承诺书，
实行责任追究制，用制度倒逼责任落实，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威力。

戒尺——健全“不能腐”的制度体系
制订印发《上街区深化廉洁从政风
险防控规范权力运行工作实施方案》
《中
共上街区委关于推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
态化的实施意见》，以此为抓手，规范工
作流程，充实目标任务，夯实责任担当。

强化风险防控，建立整改销号台账。针
对案发单位典型案例暴露出的问题，深
入排查廉政风险，动态调整“三清单一台
账”
（内外部权力清单、廉政风险防控负
面清单、岗位风险等级清单、廉政风险防

控措施台账），开展“戒尺”活动，标出岗
位风险防控的“高压线”和“底线”，堵塞
管理漏洞，补齐制度短板，形成发现、整
改、落实、督查、追责、巩固的长效常态工
作闭环，
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刻印——筑牢“不想腐”的防控堤坝
强化廉洁意识，开展“党规党纪刻印
在心”活动。为案发单位制订学习计划，
通过撰写学习笔记、心得体会，到廉政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举办党纪党规知识测
试，以考促廉，学以致用，将党规党纪刻
印在心。开展“家访促家风”活动，由单
位党组负责人对班子成员及各科室负责
人进行家访，与干部家属谈心，把握党员

干部思想状况，激发初心，立足岗位奉
个，废止制度 20 个。下阶段，上街区将
献。强化党性锤炼，通过多种形式涵养
按照以案促改“二三五”的工作思路，持
不想腐的政治自觉。
续 发 力 ，因 地 制 宜 ，以“ 案 ”为 基 础 ，以
据了解，目前，该区共筛选典型案件 “促”为关键，以“改”为目标，筛选典型案
30 起，接受警示教育人数达 3500 余人； 例，深挖问题根源，查找风险漏洞，强化
召开以案促改专题生活会 190 余次，查
警示教育，整改突出问题，健全完善制
找 岗 位 风 险 点 1918 个 ，制 定 防 控 措 施
度，力求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
2249 个；修订制度 205 个，新建制度 135
一方的效果，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七区四个班子领导务虚（扩大）会议召开

121 个单位对 2019 年工作建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 范光华 景静 通讯员
郭佳星） 1 月 10 日上午，
二七区四个班子
领导务虚（扩大）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召开。
从 8 点半到 12 点半，随机抽到的 24
个副县级领导和镇办局委一把手现场各
抒己见，提出了对 2019 年区委工作的建
议和思路措施。同时，全区 121 个单位，
结合自身工作，书面提交了对区委工作
的建议。
二七区主要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这
次务虚会开得很好。围绕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

谋划 2019 年工作，大家畅所欲言，达到
了集思广益的效果。下一步，将把大家
的建议整理、融入 2019 年全区发展的谋
划推进中。
会 上 ，二 七 区 提 出 2019 年 工 作 谋
划，重点推进“十个方面”
建设。
继续坚持“三个二七”建设。
“三个二
七”
是根据二七发展的阶段性工作所提出
的，
凝聚着集体的智慧，
随着时间推进，
还
要不断深化、
提升和完善，
丰富其内涵。
继续抓好四大园区建设。四大园区
建设是二七区发展的平台和主战场，也

中原区首个安置区配建小学开建
规划教学班级 24 个，
可容纳学生 1080 人
本报讯（记者 董占卿 张改华 通
讯员 宋雷 文/图）昨日上午，中原区首
个安置区配建小学项目西郡第二小学在
柳湖街道三王庄村安置区举行了奠基仪
式，标志着该小学进入了开建模式。
据了解，郑州市中原区西郡第二小
学项目，位于文博大道以南、玉轩路以
西，金龙路以北，由河南荣威置业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占地 17000 多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 17500 平方米，可辐射柳湖街
道辖区的三王庄村、桐树王村、柳沟等安
置区及附近居民子女就近入学。
去年 12 月份，柳湖街道办三王庄村

顺利回迁，根据规划，仅在安置区一墙
之隔就是小学用地。柳湖街道办了解
到安置区 1000 多户居民对孩子入学不
便和困难的问题，积极对接教育部门、
项 目 建 设 单 位（河 南 荣 威 置 业 有 限 公
司），促进相关手续，缩短相应时间，为
安置区居民家孩子早日就近上学营造
良好建设环境。
根据规划，该小学规划教学班级 24
个，可容纳在校学生 1080 人。学校设有
语言、书法、舞蹈、阅览室等教室，以及多
功能厅。功能完备、设施一流，是一所现
代化、智能化的新型学校。

是二七区能否保持持续健康良好发展的
基础，相关单位要根据工作安排，扎实做
好落实推进。
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
力度。今后的目标是让每个地块都有一
个有品质有品牌的产业类项目，有专业
团队推进项目建设。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是一个区域招商引资
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区域形象展示。
要彻底改变南部城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情况，
选派精兵强将推进此项工作。

新郑白居易故里
诗歌文化季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杨宜锦）10 日上午，
郑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2019 新郑·白
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季活动即日起正式
拉开帷幕，
“ 乐天杯”全国诗词楹联大
赛、
“诗话乐天”白居易诗歌抖音短视频
大赛、
《听见·白居易》文创节目、
“ 诗话
乐天·醉吟新郑”白居易诗词文化品赏
音乐会等 11 项活动将接续亮相，时间持
续至 4 月底。
2019 新郑·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季
从 2018 年 12 份先期启动的全国诗词楹
联大赛开始，到 2019 年 4 月底的“新声
音郑在读”全民诗词诵读大赛，整个活
动季历时四个多月。
活动季期间，新郑将举办首届“乐
天杯”全国诗词楹联大赛、
“ 诗话乐天”
白居易诗歌抖音短视频大赛、
《听见·白
居易》系列文创节目、白居易诗歌吟诵
快闪暨斗诗会、纪念白居易诞辰 1247 周
年仪式暨 2019 新郑·白居易故里诗歌文
化季开幕式、白居易故里文旅研讨会、
白居易诗歌专题书画展、优秀民间文艺
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
“诗
话乐天·醉吟新郑”白居易诗歌文化品
赏音乐会、中小学生“五个一”系列传统
文化教育活动和“新声音郑在读”全民
诗词诵读大赛。
2019 新郑·白居易故里诗歌文化季
的举办，
旨在通过全民参与，
进一步增强
新郑文化软实力，丰富黄帝文化历史名
城内涵，
进一步扩大黄帝故里、
诗王故里
新郑的文化知名度、
美誉度和影响力，
加
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次中心建设。

金水区科技成果展

50 家企业与投资机构
“零距离”对接
本报讯（记者 王翠 通讯员 王宇）
VR 复原技术让你一秒钟就步入园博园，
真实体验园林生活；
“小胖机器人”当起
了迎宾，热情地迎来送往；医用智能配
药机成为配药员的得力助手；高精度光
固化 3D 打印机，可以像普通 3D 打印机
那样，在微观尺度上构建 3D 对象，精度
可近纳米级……
1 月 10 日上午，在金水区 2019 年第
一季科技成果展示推介会上，来自辖区
18 家企业的最新科技成果揭开神秘面
纱，
50 余家科技企业、
孵化机构及投资机
构实现“零距离”对接，打通政府、企业、
机构三者间的联动脉络。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金水区 18
家企业带来的 27 项科技成果集中亮相
展示，它们中既有技术合作需求，也有
融资需求；既有高性能无人机锂电池制
备技术、智能健康监测修复系统、3D 打
印等高科技创新项目，也有三维虚拟家
装平台、机器人导航和情感系统等喜闻
乐见的创业项目，涉及 3D 打印、环保技
术、AR/VR、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多个
领域，本次活动还创新“现场路演+网上
推介”相结合的方式，将企业项目在“郑
创通”网站同步在线推介，让参与的企
业能够对接更多资源。在此次展示推
介会上，10 余项科技成果实现了有效对
接，
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