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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市已收集涉黑涉恶腐

败问题线索 57 件。”日前，据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行动以来，全市畅通问题线索举报渠道，整

合资源打好“组合拳”，“零容忍”深挖背后

的“保护伞”，结合乱象治理主动发力，始终

保持主动进攻的严打高压态势，百姓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打好“组合拳”深挖“保护伞”
全市已收集问题线索57件

“打好扫黑除恶“组合拳’，强化外部、

内部、上下之间的统筹联动，实现力量整

合共同发力。”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说，市纪委监委与市委政法委（市扫黑

办）、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

民法院等成员单位建立了信息互通、会商

研判、协同办案等工作机制，共同分析形

势解决问题；市纪委监委建立线索排查、

线索处置、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组织研

判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同时建立了乡

镇分片协作办案机制，统筹使用乡镇纪律

审查资源，切实解决审查调查“最后一公

里”问题。

“坚持‘零容忍’，深挖黑恶势力背后

的‘保护伞’。建立‘双移送’制度，严肃

查处持续发力。”该负责人还表示，通过

制定《关于规范黑恶腐败问题线索双向核

查移送反馈处置的暂行规定》，对涉黑涉

恶线索和案件实行“一线双查”“一案三

查”。截至 9 月底，政法机关向纪检监察

机关移送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线索

43 条、纪检监察机关向政法机关移送涉

黑涉恶线索 5 条；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立案审查 3 件，

查处 2 起 2 人，移送司法机关 2 人。

同时，全市畅通问题线索举报渠道，

全面公开受理群众信访举报，并实行线索

办理周督制和典型案例月报制。截至目

前，全市已收集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

57 件。

聚集民生关注领域
整治乱象治理源头

按照“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

乱”的要求，全市聚集民生关注领域，重

拳整治行业乱象，持续强化源头治理，始

终保持主动进攻的高压态势，坚决铲除利

益链条和腐败滋生土壤。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市结合乱

象治理主动发力：与治理招投标乱象相结

合，立案审查违纪党员干部 36 人，收缴违

纪款 350 万元，全市所有项目投标企业较

上年同期下降 40%，项目中标金额下浮率

由治理前的 3%提高至 13%；与全市建筑

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专项治理相结合，梳理

摸排全市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问题 273
个，对 31 个相关问题进行抽查，重点对 11
个问题进行核查；与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相结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 283 件 447 人；与“一卡通”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相结合，查处“一卡通”

管理问题 261 件 377 人。

接下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将以中央

扫黑除恶督导为契机，继续坚持问题导

向，进一步完善机制、压实责任，扎实推

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全媒体记者 熊燕）

收到“黄色提醒卡”“红色
警示卡”的干部，要上交廉洁自
律承诺书乃至书面整改报告。

一年内两次收到“红色警示
卡”的将从重处理，并作为干部
考核、奖惩和任用的评价参考。

收到“绿色澄清卡”的干
部，在评先评优、提拔或交流中
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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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梁惠）“为什

么街道被挖断了半年都没施工？”“钱被

管委会的某些领导干部揣到自己荷包里

是不是真的？……”日前，一场由纪检部

门组织的现场信访澄清反馈会在船山区

龙凤古镇小学举行，吸引了 40 余名干部

群众参与。

澄清会一开始，上述一连串疑问便

被大家摆上台面。

原来，今年 6 月，船山区纪委接到举

报，有群众称挖断半年的街道一直无人

问津，居民出行十分不便，怀疑有人贪污

挪用了建设资金。

船山区纪委介入调查发现，龙凤古

镇道路建设是由船山区环保局组织实施

的涪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的子项

目之一，业主属船山区环保局。按项目

管理模式，由龙凤新城管委会负责工程

施工管理，船山区环保局负责资金筹集

与支付。但由于存在资金缺口，船山区

环保局正在办理拨付流程，资金暂未拨

付到施工方，导致项目进展缓慢。

摸清事实后，船山区纪委立即按程

序报批，经审议后组织相关单位、社区干

部、村民代表等召开会议，对事情调查结

果进行公布，并为被诬陷贪污挪用公款

的干部澄清是非。

“经过调查组的实地走访和资料调

阅，‘龙凤古镇街道被挖断后半年没有施

工，怀疑建设资金被管委会干部贪污挪

用’的问题不属实。”作为船山区纪委监

委信访室主任，王军当众对调查结果进

行了宣布。

“前期，工程没有及时公布进展情

况，确实引起了很多猜疑，现在大家听了

调查结果都很满意，对项目的实施情况

也多了份理解。”龙凤镇村民文家富是参

加澄清会的群众代表之一，他对这样的

调查结果很是满意。

“感谢组织对龙凤新城管委会以及

干部的信任，这张澄清卡，不仅为我们

澄 清 了 是 非 ，更 解 除 了 思 想 上 的 包

袱。”接过船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蒋中治手中的“绿色澄清卡”，

龙凤新城管委会主任吴刚如释重负，表

示将在整个项目持续推进过程中，做到

公正、公开、透明，力争今年底前完成

船山区涪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龙凤

片区项目建设。

据悉，今年 6 月，船山区纪委探索建

立了信访“三色”澄清提醒警示制度。

“绿色澄清卡”主要适用于属诬告、错

告、误告且对被反映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信访反映问题经查不属实且对被反映人

造成不良影响的。“黄色提醒卡”主要适

用于信访反映问题查无实据的；信访反

映问题经查不属实，但反映不断的。“红

色警示卡”主要适用于信访反映问题经

查属实或部分属实，且情节轻微的；信访

反映问题经查有违纪苗头性问题，且情

节轻微的。

“发放卡片只是第一步。”王军说，按

干部管理权限，区信访室会及时向同级

党委 (党组 )和组织人事部门通报不实反

映的情况，使收到“绿色澄清卡”的干部

在评先评优、提拔或交流中不受影响。

而收到“黄色提醒卡”“红色警示卡”的

干部，则要上交廉洁自律承诺书乃至书

面整改报告。一年内两次收到“红色警

示卡”的将从重处理，并作为干部考核、

奖惩和任用的评价参考。

“作为区纪委监委发放的第一张‘绿

色澄清卡’，也是为了实践运用好监督执

纪‘第一种形态’。我们必须要为被诬

告、误告的党员干部澄清是非、撑腰鼓

劲，维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蒋中

治一语道出了船山区实行“三色”澄清提

醒警示工作机制的目的和意义。

截至目前，船山区纪委已先后为 6 名

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澄清正名。

船山区创新建立信访“三色”澄清提醒警示制度

给群众“明白”让干部“清白”

打出“组合拳”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全市目前已收集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 57件，接下来将继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安居区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园占

地 117 亩 ，建 设 60000 平 方 米 标 准 厂

房及附属设施，一期将于今年年底建

成投入使用。

该产业园主要围绕江淮汽车配

套 ，引 进 和 培 育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企

业，集研发、孵化、生产、生活配套服

务于一体，目前已引进 6 家企业。项

目全部建成后，预期经济效益超过 2

亿元，新增就业人数 2000 人。图为
10 月 8 日，在投资 1.5 亿元的安徽合

肥晨阳橡塑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加

快生产进气道右支架。 刘昌松 摄

我市“大气十条”
获省“优秀”考核等级认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记者日前获悉，我市已圆

满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计划》（“大气十条”）工作任务，并

获得省上“优秀”考核等级认定。

据了解，“大气十条”实施 5 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

领导下，全市加快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强化工业治污减排，

加强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深化区域联防联控，积极应对

重污染天气，圆满完成了“大气十条”确定的目标任务。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

法（试行）》相关要求，我市与成都、攀枝花、广元等 11 个市

（州）获得省“大气十条”“优秀”考核等级认定。

下一步，我市将认真总结“大气十条”的好经验，采取

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推动产业、能源、运输结构调整，深

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大力推进“十三五”大气污染防

治目标的实现，不断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打赢蓝天保

卫战。

圣莲岛世界荷花科博示范基地
被认定为第十批省级科普基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记者日前从市旅发委获

悉，我市圣莲岛世界荷花科技博览示范基地被认定为“第

十批省级科普基地”。

据了解，按照《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要求，根据

科技厅、省委宣传部和省科协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四川

省省级科普基地建设的意见》相关规定，科技厅、省委宣传

部和省科协联合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四川省第十批省级科

普基地的认定工作。

按照管理办法，经单位申报、资料初审、会议答辩、现

场考察、名单公示等程序，共认定 14 家单位为四川省第十

批省级科普基地。其中，位于船山区圣莲岛的四川·世界

荷花科技博览示范基地榜上有名。

今年10月起
城区居民生活用气价格有调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醒）记者日前从市发改委获

悉，从 10 月起，市城区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将进行顺价

调整。

具体调整标准为：第一、二、三阶梯价格分别由原来的

每立方米 1.83 元、2.20 元、2.75 元，调整为 2.10 元、2.52 元、

3.15 元，合表用户用气由每立方米 2.01 元调整为 2.31 元。

此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等生活保障工作，对其生活

用气将给予适当补贴；而对学校、社会福利场所、宗教场

所、城乡社区居委会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仍按

现行办法执行，用户也可自主选择执行居民气价或非居民

气价类别。

新闻导读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我市3家企业
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企业

本报讯（齐波 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记者日前从市经

信委获悉，我市英创力电子、普瑞森电子、美宁食品 3 家企

业成功创建省级节水型企业。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节

水型企业 16 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 83%。

近年来，我市工业企业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创建国

家节水型城市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节水基础管理，推

进水平衡测试，深入开展对标达标活动，加快提升节水技

术，争创节水型企业。通过生产用水工艺改造，企业降低

了单位产品用水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取得明显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我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作出

了重要贡献。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创作

的《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

记用典》将于 8 日至 19 日在央视综合频道晚间播出。

节目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

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旨在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阐释与广

泛传播。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节目分为《一枝一叶

总关情》《治国有常民为本》《国无德不兴》《国之本在

家》《报得三春晖》《只留清气满乾坤》《绝知此事要躬

行》《腹有诗书气自华》《恶竹应须斩万竿》《天下之治在

人才》《咬定青山不放松》《天下为公行大道》12 集，由

“原声微视频”“思想解读”“经典释义”“现场访谈”“互

动问答”“经典诵读”六个环节构成。 （据新华社）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播出

安居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园

已引进6家企业

信心·力量
——我市干部群众热议 2018 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大会

联合督查组暗访市城区各单位干部职工节后上班情况

总体在岗履职情况良好
个别人员纪律意识淡薄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