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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飘香时节的安居景色最迷人，迎

接着五湖四海的客商；腊梅飘香的安居

风清气正，凝聚着干事创业的氛围。

这里，积极探索“纪检监督+群众监

督+媒体监督”一体化监督模式，大力推

进“清淤”“清畅”等专项行动，让党员干

部走出机关，深入一线、宣传政策、化解

矛盾、转变作风、展示形象，有效推动了

作 风 建 设 常 态 化 ，促 进 了 干 部 为 民 、务

实、清廉作风的养成；这里，在精准扶贫

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精准

发力，严格执纪问责，确保扶贫工作不走

样，让每个贫困户都不掉队。

……

2018 年，安居区将追赶超越、敢于突

破、风清气正叫得特别响！这是安居区

纪委监委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工作坚强

决心的有力体现，工作的激情更是体现

在安居人的一言一行。

坚持正风肃纪 狠刹歪风邪气

“要忠诚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惩

贪治腐不手软，确保执纪审查节奏不变、

力度不减。”

这是安居区纪委监委一以贯之的态

度。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坚持苗头问题“抓早抓小”，违纪

问题“重拳惩治”，确保执纪审查节奏不

变、力度不减。

严格规范线索处置。充分发挥信访

举报的主渠道作用，加强信访举报平台

建设，构建“举报箱、来信、来访、来电、网

络”五位一体信访举报平台，畅通信访举

报渠道，加强问题线索的采集、梳理，确

保有效衔接、不留死角；严格规范问题线

索移送转送交接程序，全程登记备查，定

期清单对账，严防问题线索错转漏办、丢

失泄密等问题。今年以来，受理检举控

告类信访举报 140 件、同比下降 27%，处

置问题线索 415 件、同比上升 43%，立案

193 件、同比上升 35%，结案 185 件、同比

上升 28%，党纪政务处分 177 人、同比上

升 26%；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8 人，挽回经

济损失 1000 余万元。

紧盯重点，强化巡察利剑作用。注重

统筹谋划，出台届期巡察工作规划，重点

对管党治党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确保巡

察有力有序开展。今年以来已对 15 个单

位开展常规或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 269
个，问题线索 45 条；通过巡察立案 4 人，

党纪政务处分 3 人，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

诉 1 人，达到了“发现一件、震慑一片”的

效果。

坚持问题导向 压实“两个责任”

今年以来，安居区坚持问题导向，层

层传导压力，严格执纪监督，让“两个责

任”落地生根。安居区牢牢抓住党委 (党
组 )书记第一责任这个“牛鼻子”，区委书

记、区纪委书记对每年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考核后进单位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进行工作约谈，做到当场针对点评，戳痛

点，加压力，开方子，去包袱，并且要求被

约谈的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态发言，谈

感受、揭家丑、立军令状，实现“红脸出汗

兼关切，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效果。

今年以来，区委常委会 15 次、区政府

常务会 16 次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区委、区政府分年度制发了《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等党风廉政

建设方面的文件 40 余个，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创

新建立定期提醒制度，每月第一天向区

委领导发送履责提醒短信，提醒区委班

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促进党风廉

政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问题导

向，把问责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对组织

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力、落实“一岗

双责”不到位的，严肃党委主体责任；对

不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组织协

调反腐败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等情

形的，严肃追究纪委监督责任。全区追

责问责 25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9 人，组

织处理 16 人，以常态的监督检查和精准

严格的追责问责倒逼各级领导干部不断

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坚持深化专项行动 确保行动见实效

“凡事发现有以权谋私，贪污侵占各

类财政性资金、款物的；损公肥私，侵占、

私分和违规处置各类集体资产的；雁过拔

毛，克扣、截留、挪用惠民资金、款物的等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

你们都可以举报……”今年 3 月，安居区

在全市率先启动了“清淤”专项行动，这些

声音通过媒体第一时间向全区人民传播，

安居作风建设揭开了新的一幕。

“清淤”行动开展以来，处置相关线

索 186 个、年度占比 40%，党纪政务处分

107 人、年度占比 60%，指名道姓通报曝

光 104 人次。

“清淤”行动不是结束，12 月 20 日，区

纪委监委又启动了“清畅”行动，对破坏

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违纪违法行为“开

刀”，致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宽

松畅达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今年，区纪委监委扎实开展“一卡

通”专项整治，分类处置、强化研判、迅速
查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3 人。同时制
定专项工作方案，强化扫黑除恶斗争，建
立健全线索排查、协同办案、督察督办、
问责追责、警示教育等五大机制，对黑恶

“保护伞”零容忍，查处了区公安分局原
副局长何绪、市警犬大队警员邓杰等人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案件。今年
以来，全区共收集问题线索 21 条，立案 5
件，已办结 4 件。

坚持严管厚爱 消除监督盲区

“受处分后的这两个月，他不断调整

自身状态，工作态度很积极，主动做好农

机管理和扶贫工作，还抽出时间协助农

发办做项目……”在谈到张某受处分后

的表现，安居区农业局干部罗雪梅这样

评价。

让“跌倒”的同志再“站起来”，让受

处分党员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今

年以来，安居区纪委监委通过开展警示

教育会、家访式回访教育等措施，激励干

部端正思想，重拾干事创业的信心。

记者还获悉，安居区纪委出台了《遂

宁市安居区违纪人员拟处分前考察办法

（试行）》。文件的出台，旗帜鲜明地为担

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改革创新者

撑腰鼓劲，把形态转化与容错纠错有机

结合。在处分决定下达前新增考察程

序，对严守政治纪律和规矩、平时工作表

现良好、有干事创业激情、因推动发展造

成工作失误违纪的，在适当条件下从轻

或减轻处理，提振干部干事创业激情，实

现监督执纪与护航发展的良性互动。

同时还组织开展集中回访活动，帮助

受处分党员干部消除思想顾虑，正确认

识错误、正确对待处分，促使他们端正

态度、改正错误；对思想转变好、综合素

质高、工作实绩突出者，积极向组织推

荐 使 用 ，帮 助 受 处 分 干 部 卸 下思想包

袱。今年以来，全区对 189 名受处分人员

进行回访教育。

近几年，随着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

强，安居区的政治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区

纪委监委的工作重心也从查处腐败转向

提前预防。 2018 年以来，安居区纪委监

委在全区各项工作中始终与全区干部站

在一起，时刻监督，对全区干部坚持严管

厚爱，注重督促与教育，坚持“有什么问

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集

中整治什么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精准

研判形势，提出针对性措施，为持续保持

安居区良好的党风政风提供纪律保证，

为全区老百姓的生活、发展创造更清明

的政治空间。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风清气正万象新
——安居区纪委监委 2018年工作纪实

区人大常委会组织省、市、区人大代表视察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12 月 24 日，区人大常委

会组织省、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均蓉、蒋文武、朱昌建参加。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红岩子饮用水源保护地、琼江生态

湿地建设现场，详细了解水源地保护工作，并实地察看琼江

生态湿地的建设情况。据了解，琼江生态湿地河道长约 1.25
公里，设计规模 2595 平方米，计划投资 2.5 亿元。该项目紧

扣地域文化滨水景观特征，以“花舞琼江，禅韵安居”为主

题，致力于营造一条活力长廊、城市岸线。该项目预计 2019
年 4 月竣工。

视察组对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表示肯定，并指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要做到长久且坚持，相关部门要严格执法，

强力监管，联合多部门对河道巡查，加强日常维护，综合施

策保护水源地，严惩污水随意排放、乱采乱挖等现象；要整

合资源、有序推进，在加快建设琼江生态湿地的同时，与环

境整治工作相结合，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原则，科学发

展，使之发挥最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真正把琼江生

态湿地打造成为一道城市风景线，让市民共享湿地之美。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
表建议办理工作

发挥职能优势 增强监督实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12 月 24 日，区人大常委

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区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办

理情况进行专题视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均蓉、蒋文

武、朱昌建参加视察活动。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位于市城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东

禅小学和旧城改造项目建设现场，实地察看老干部活动中心

建设和运行、东禅小学教学区安全隐患整治、旧城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建设推进等 3 件重点督办件的办理落

实情况。

视察组认为，各承办单位能够立足岗位职责，工作开展

到位，确保了代表建议有效办理。视察组要求，要高度重视

人大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办理的质量

和水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办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真正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建议办理结果代表认

可、群众满意。

区政协专题视察全区“七五”普法工作

切实将普法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推进安居区“七五”普

法工作深入开展，日前，区政协副主席吴敏带领部分政协委

员组织开展了对区司法局、聚贤初中、区社区矫正中心、区

法律援助中心“七五”普法的专题视察活动。

视察组采取实地查看、查阅资料和座谈了解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视察，重点视察了全区“七五”普法规划和决议的执

行情况、“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落实

情况。

在座谈了解中，各位委员踊跃发言，总结“七五”普法目

前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分析研判当前法治宣传教育中存在的

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查摆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

议。为进一步推进“七五”普法工作开拓了新思路，会上，吴

敏强调，全区“七五”普法工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创新宣传

方式、坚持常态化普法、进行总结提炼，做到以点带面，树立

典型标杆，并根据安居实际在时间上、制度上、措施上、经费

上保证“七五”普法工作的扎实开展，切实将“七五”普法工

作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中石油遂宁（安居）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

原料气年处理量
突破100亿立方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昨（12 月 26）日，记者在

区经信局获悉，12 月 25 日晚 9 时许，随着各项指标的汇总，

中石油遂宁（安居）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宣布，原料气年处

理量突破 100 亿立方米，完成年计划 96 亿方的 104.17%。

据悉，中石油遂宁（安居）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自实质化

运作以来，充分发挥产能优势，实现了产量连年增长，累计

处理原料天然气达到 328 亿立方米。根据目前产量预计，今

年公司处理原料气量将达到近 102 亿方大关。为实现这一

目标，该公司多措并举，狠抓生产管理，确保装置安全平稳

运行。

区城管执法分局召开巩固创文成果暨节日
期间市容秩序管控工作部署会议

增强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12 月 26 日，区城管执法分

局召开巩固创文成果暨节日期间市容秩序管控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城管局关于巩固创文成果工作会议精神，

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节日期间，各相关城市管理部门要安排好值

班力量，积极配合做好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节日期间文明上

香工作等。具体要做好再动员、再部署工作，补齐短板，做

好占道经营、非机动车停放、环境污染管理等 12 项重点工

作，要克服“时紧时松”现象，市容秩序管控要做到常态化，

要保持工作劲头不减、机制不散，保持创建成果，绝不反

弹。要以街道为单位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再梳理，分重点合

理分配人员，加大巡逻执法力度；对“牛皮癣”、小广告和信

息发布栏加强管理；加强对店庆活动的管理，取缔游动广告

队伍，确保节日期间市容秩序清爽有序，让群众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节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为

进一步强化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对全区经

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紧紧围绕“全省特色

工业示范区和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发展

新定位，近日，记者在相关部门了解到，

安居区积极谋划 2019 年区级重大工程项

目储备、跟进工作。

据悉，拟定为 2019 年区重点工程建设

计划项目共计 125 个，总投资 516.4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47.2 亿元，同比增加 20 亿

元，增长率 15.7%。其中市重项目 20 个，

总投资 237.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4.6 亿

元；省重项目 3 个，总投资 153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14.5 亿元。83 个新建项目，总投

资 188.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8.1 亿元（其

中：一季度开工项目 42 个，总投资 76.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56.6 亿元；二季度开工

项目 19 个，总投资 20.2 亿元，年度投资计

划 12.1 亿元；三季度开工项目 9 个，总投

资 28.4 亿元，年度投资计划 10.3 亿元；四

季度开工项目 13 个，总投资 63.4 亿元，年

度投资计划 9 亿元）。42 个续建项目，总

投资 32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9.2 亿元。

其中，工业商旅线 27 个，总投资 221.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4.2 亿元；城建交通

线 47 个，总投资 224.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2.5 亿元；社会事业线 12 个，总投资 9.7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4.1 亿元；稳定保障组 1
个，总投资 0.7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2 亿

元；资金保障组 4 个，总投资 3.7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3.5 亿元；农村工作线 34 个，总投

资 56.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7 亿元。

安居区积极谋划2019年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重点项目计划建设 125个，总投资预计 516.4亿元

古朴的黄峨古镇，欢乐的七彩明珠，

绿色的凤舞琼花，紫色的天伦葡萄，粉色

的永正桃花……随着时光流转，安居，在

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里，向每一个来往的

人展示着独特的魅力……

安居位于四川盆地腹心、涪江中游，历

史悠久，人文璀璨，尤以佛教突出。主要旅

游景点有：卧佛院—禅月湖（跑马滩）、毗卢

寺—莲花湖（麻子滩）、地心大峡谷等风景

名胜区。改革开放 40 年来，安居依托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着力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着力打造“禅游安居”品牌。旅游产业从无

到有、旅游项目从弱到强、旅游规模从小到

大、旅游层次从低到高。

从无到有再到强的安居旅游

“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于旅游根本没

有概念。”石板凳村的村民王立志回忆

道，过去人们生活水平不高，旅游条件欠

缺，也没有什么景区，偶尔去一去山上转

一圈，放松一下，搞个野炊就很不错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开始有

了旅游的意识，安居区的旅游业也发展

起来了，七彩明珠游乐园、天伦葡萄采摘
园、黄峨古镇……这么多景区都是我们
安居的，现在不光是我们本地人去旅游，
不少的外地人也慕名前来旅游。”王立志
满怀感慨地说道。

如今，安居区以七彩明珠景区为核
心，推进品牌创建升级，着力提升品牌内
涵，以农环线为依托，规划打造旅游示范
带，同时又以莲花湖景区（麻子滩）为核
心，启动山水及禅文化旅游资源的规划、
包装、招商、建设。目前环湖公路已启动
建设，并组织三家策划公司对莲花湖开
发进行了策划，制作了莲花湖招商手册，
邀请北京山海文旅集团前来考察，同时

加快推进农家乐品牌升级。去年，安居
区成功创建四星级乡村酒店 1 家、三星级

农家乐 2 家、省级乡村旅游特色乡镇 2
个、精品村寨 2 个。黄峨国际大酒店顺利

通过四星级酒店复核，“湖光山色，禅游

安居”已经成为安居旅游业的代名词。

无论是安居区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

够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日益提升的颜值

和持续增加的旅游魅力。

安居区一直致力于依托生态好资源，

打造一个可览、可游、可居的旅游安居，

建有七彩明珠游乐园、天伦葡萄采摘园，

做好了旅游文章，让游客进得来、走进青

山秀水间、走进美丽乡村里。

如今的安居，3 月十里桃花开，永正的

桃花节，各个品种的桃花满园盛开。7 月

萄采摘正当时，天伦葡萄园拥有金手指、

夏黑、巨峰、巨玫瑰、东方之星、红标无核、

红宝石无核等十余个早、中、晚熟优质品

种，是川内品种最齐全的葡萄种植园之
一，开园当天就吸引了近千名游客前来观
光采摘，各地的游客涌入天伦葡萄采摘
园，验采摘乐趣；也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
者，他们举着相机，寻找着最佳拍摄角
度，不停按着快门，记录园内的盛景。

从单一产业到“旅游+”模式

“2017 年，我家养殖 30 头猪、80 只山

羊、200 只鸡，被附近的农家乐抢购一空，

年收入比外出打工好多了，哪里也没咱

这好。”石板凳村的村民黄杰阳说，乡村

旅游让他走上了致富路。

“以前，村里旅游业发展不好，乡亲

们没得办法只有出门打工，一年到头挣

不到多少钱，家里的小孩和老人也照顾不

上。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安居区旅游业的

发展，村里的特色农产品产业得到了快速

发展。”黄杰阳说，他们村不少人发展绿色

养殖业，有的还在城里开了专营店，“旅

游+”模式已形成，群众致富信心足，绿水

青山逐渐成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安居区以“旅游+”的形式，让乡村、让

群众看见实实在在的产业互融效益，打开

乡村旅游新格局，为乡村的持续发展带来

了新活力。通过区旅游局积极探索，安居

区成立了景区管委会，对景区进行专门管

理，引进了专业团队对景区进行市场化运

营，鼓励有意愿创业的群众投资农家乐、

小吃、观光采摘等符合景区实际又受游客

欢迎的项目；同时区旅游局还修改完善

《安居区旅游招商项目册》，加大了农旅

产业园区项目包装储备、招大引强工作

力度。

40 年风雨，40 年变迁。如今，全区旅

游业在旅游新时代下已经走出了一条独

具地域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并表现出

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座正在建设的生态

康养旅游名区正受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游客的喜爱。 （戴广伟）

40年旅游：从城郊荒地到4A级景区

游客在安居首届桃花节拍照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