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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脱贫攻坚全力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2 月 17
日，县纪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举行。县委

书记蒋喻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市委部

署要求上来，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和省市

纪委全会部署要求，奋发有为、砥砺前

行，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

生态，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

障，以优异成绩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税清亮，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县委

副书记袁渊出席会议。

蒋喻新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

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

的宝贵经验，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省委书记

彭清华强调，要始终把党的建设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勇于直面问题，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市委书记邵革军高度重视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强调必须

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政治定力，全面履行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张蓝图绘到底，

重整行装再出发，奋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新成效。全县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

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上来，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特别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松

劲、不停歇，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蒋喻新强调，要切实增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和政治自觉。党

的十九大以来，在市委和市纪委的坚强

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组

织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认

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全面从

严治党方针，压紧压实“两个责任”，旗

帜鲜明惩贪治腐，驰而不息正风肃纪，

坚决有力刷新吏治，案件查办数和信访

举报数呈现“一升一降”的趋势。但也

要客观认识到，当前全县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全面从严

治党依然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挑

战，必须客观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切

实增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

和政治自觉。

蒋喻新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践行“两

个维护”。全县上下要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决不允许损害习近平总书记

核心地位以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现象在射洪有任何市场。各级

各部门要在充分运用好去年“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取得的成果的基

础上，按照上级要求，高标准开展好“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特别要

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同落实

省委、市委、县委全会部署结合起来，联

系省情市情县情，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足功夫，教育引导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自

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蒋喻新强调，要持续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全县上下要坚决扛起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从严正风肃纪、从严惩

贪治腐、从严党内监督、从严维护民利、

从严“以案促改”，做到严字当头、一严

到底，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不断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为全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蒋喻新强调，要抓好领导干部“关

键少数”。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清醒认

识自己岗位的特殊性、重要性，率先从

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

为全县党员干部群众作出表率。一要

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作

表率；二要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

求和各级决策部署上作表率；三要在坚

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上作表率；四要在保

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上作表率，持续巩

固和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全

县纪检监察系统要继续发扬敢于担当、

敢于拼搏的精神，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

赋予的职责。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

支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开展工作，

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爱护纪检

监察干部，为纪检监察工作开展创造良

好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传达

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纪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市纪委七届四次全会

精神。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主

任潘化荣代表县纪委常委会作工作报

告。与会同志进行了分组讨论。2 位县

委常委和部分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向全

会作了述责述廉报告，并进行现场问答

和民主测评。

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

协领导，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

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县纪委委员及县

直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党委（党

组）和纪检监察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蒋喻新在县纪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强调

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张韬 税清亮 李晓曦 袁渊出席会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2 月

17 日晚，县委书记蒋喻新到“2.15”救
人溺亡出租车司机尹德洪家中看望，

代表市委书记邵革军对其家属表示

慰问，并主持召开会议，听取相关部

门工作汇报。

蒋喻新指出，出租车司机尹德洪

见义勇为的行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时代所倡导的新风正气，是

射洪需要弘扬的正能量。他勉励尹

德洪亲属要保重好身体，逐步恢复正

常的学习生活，并表示县委县政府将

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蒋喻新强调，全县上下要迅速形

成共识，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弘扬社会

正能量。要依法依规积极推进相关

善后工作，积极向上申报先进事迹，

争取更高层次的荣誉称号，让见义勇

为行为受到应有的礼遇。

县领导杨文彬、邓茂、任德武、何小江

及县直相关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2
月 18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张

韬 带 领 县 直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到

“2.15”救人溺亡出租车司机尹德

洪家中看望慰问。

在尹德洪家中，张韬亲切询问

了家属的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成长

等情况，对他的英勇事迹表示敬

佩和高度赞扬。并通报了市政府

常务会和县政府常务会决定，将

分别追授尹德洪“见义勇为先进

个人”和“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

号。

张韬指出，在紧急关头，尹德

洪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见义

勇为，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舍己救

人、不怕牺牲的高尚品质。他勉

励尹德洪家人要尽快从悲痛中走

出来，嘱咐老人要保重好身体，鼓

励尹德洪子女要更加坚强奋进，

以父亲先进事迹为榜样，把优秀

品质传承下去。要求相关部门负

责人要积极帮助其家人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

扶不扶？救不救？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生活节奏越
来越快 ,冷漠、旁观曾经一度成为
社会生活中的高频词。 2 月 15 日
凌晨，发生在射洪涪江六桥的出
租车司机见义勇为行为，为这些
质疑交上了一份“射洪答卷”，出
租车司机尹德洪，成为街头巷尾、
微博微信中人们点赞称颂的榜样。

多次救助他人
家人劝阻难挡“英雄”情怀

2 月 15 日凌晨，射洪县洪达出
租车公司夜班驾驶员尹德洪拉载
乘客路经涪江六桥时，发现一青年
女子跳河，立即下河救援，但因水
温太低，体力不支，尹德洪与该女

子均未能上岸。深夜零点 48分，县

消防队到达现场进行救援，凌晨 1
时 15 分，救援艇下水打捞，半小时

后打捞起一具女尸。15日早上，射

洪公安、消防队等救援队展开拉网

式的救援，在下午 3 时 40 分左右，

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尹师傅的遗体

被打捞上岸，已无生命迹象。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救人了，

以前我也劝过他，不要逞英雄。”2
月 17 日下午，记者来到尹德洪家

中，其年迈的母亲谌婆婆一边擦

拭眼泪，一边回忆了儿子的 3 次救

人经历。

“前两次我也是事后才听他说

的，这次是第三次，最开始家里人

担心我高血压没告诉我，我都是

后来才知道的。”谌婆婆说，每次

事后，儿子都要和他聊一聊，她都

要劝儿子，帮助报警就是了，不要

“ 逞 英 雄 ”，但 儿 子 没 有 听 她 的

话。 （下转02版）

用生命铸就时代榜样
射洪出租车司机尹德洪见义勇为事迹感动社会

蒋喻新到“2.15”救人溺亡出租车司机
家中看望慰问并主持召开工作会议

张韬带队到“2.15”救人溺亡
出租车司机家中看望慰问

蒋喻新到尹德洪家中看望，代表市委书记邵革军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2 月

17 日晚，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主持

召开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四十七

次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射洪县洪达出

租车公司夜班驾驶员尹德洪救人溺

亡善后工作，会议同意授予尹德洪

“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

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为尹德洪

默哀 3 分钟。

会议认为，2 月 15 日凌晨，尹德

洪拉载乘客路经涪江六桥时，发现青

年女子跳河，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

安危，立即下河救援，因水温太低体

力不支，尹德洪和该跳水女子均不幸

遇难。经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尹德洪

对该女子无特定救助义务，属于保护

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为弘扬社会

正气，宣扬典型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

据《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

例》等相关规定，经县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决定，授予尹德洪“见义勇为公

民”荣誉称号，奖励人民币 20 万元。

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以尹德洪

为榜样，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团结、实干、开

拓、奉献”的射洪精神，为全县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彬，

县委常委、副县长田斌，副县长王勇、

尹全军、欧玉平、何小江、蒋桂彬，县

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文加

武出席会议，县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喻

仲衡应邀参加会议，相关县直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
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2 月 14 日，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第六次会议召开，听取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汇报，研究相关工

作。县委书记蒋喻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中共射洪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调整，

明确蒋喻新同志为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农地非农

问题重要批示精神》，审定了十三届县委 2019 年巡察工作规划 ，

听取了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情况汇报。

蒋喻新对县委第六轮巡察工作给予肯定，指出要做好巡察

反馈，扎实开展问题的梳理整改工作。一要进一步提高巡察能

力和水平。巡察干部要潜心下来，认真组织研究学习，从严开展

巡察工作，在巡察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防止见子打子，杜绝

巡察“走过场”。二要充分体现巡察效果，做好“回头看”工作。

充分运用好巡察成果，不好的要敢于“亮丑”，真正红脸出汗，好

的要善于“宣传”，及时通报表扬，并组织其他单位认真学习，充

分体现其价值。三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和

重担，打铁必须自身硬，坚决防止“灯下黑”，真正使巡察成为党

内监督的“利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质量发展。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副书记袁渊，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杜胜，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潘化荣出席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2 月 15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

带领相关负责人，调研“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副县

长邹清、何小江参加调研。

张韬一行先后到太乙镇鱼乐农家乐、天府农家乐，瞿河乡龙

凤村豪客山庄，洋溪镇金果农庄，实地查看整改情况，并听取了

相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关于“大棚房”清理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

张韬在调研中指出，要充分认清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清

理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全力推进“大棚房”问题

专项清理整治各项工作。各个业主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要求，

完善手续，补足资料，积极配合，按相关规定开展工作，确保按时

保质整改达标。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实时跟进、动态掌握工作

进展，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行为。

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召开

进一步提高巡察能力和水平
杜绝巡察“走过程”

张韬带队调研“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把清理整治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相关报道见 04版本报讯 2 月 17 日，射洪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主持召开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四十七次常务会议，会议同意授予尹

德洪“射洪县见义勇为公民”称号。

我县追授尹德洪
“见义勇为公民”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