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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
排，县委第一巡察组从 2019年 4月 28日起
对县人社局党组开展专项巡察。

本次巡察为扶贫领域专项巡察，主
要受理反映县人社局党组关于扶贫专
项资金使用监管、扶贫项目分配、审批、
招投标、验收等环节违规操作、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等突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重点是监督检查县人社局党组执
行脱贫攻坚政策、履行工作责任情况，
受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等方面
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

范围的信访事项，将按规定转有关部门
处理。干部群众如有举报和反映问题
的可通过电话、意见箱和电子邮箱等渠
道与县委第一巡察组联系。

一、巡察组值班电话：13281789605
（工作日受理电话的时间为 8:00—20:00）

二、电子邮箱：zgdyxwdyxcz@163.com
三、寄信地址：大英县委巡察办 502

室（大 英 县 卓 筒 大 道 270 号），邮 编 ：
629300

四、意见箱设置地址：
1.大英县新城区天星大道政务服务

中心一楼
2.大英县委群工局对面（大英县新

城区和富巷 30 号）
3.大英县委巡察办办公楼（大英县

新城区卓筒大道 270 号）
五、信访接待点：大英县新城区阳

光国际酒店 8335 室（大英县新城区环城
路 296 号）

以上信访渠道从 4 月 28 日开始工
作，5 月 20 日巡察结束时关闭。

中共大英县委第一巡察组
2019年 3月 24日

按照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安排，县委第二巡察组从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对回马镇党委开展巡察。

根据巡察工作相关规定，巡察组主
要受理反映回马镇党委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所辖村（社区）和基层站所负责人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对其他与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
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按
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被巡

察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干部群众如
有举报和反映问题的可通过电话、意见
箱或邮箱等渠道与巡察组联系。

一、巡察组值班电话：13281789606
（工 作 日 受 理 电 话 的 时 间 为 8:00—20:
00）

二、电子邮箱：zgdyxwdexcz@163.com
三、寄信地址：大英县委巡察办 502

室（大 英 县 卓 筒 大 道 270 号），邮 编 ：
629300

四、意见箱设置地址：
1.大英县回马镇政府办公楼（大英

县回马镇贾岛街 1 号）
2.大英县回马镇舒适特商务宾馆

（大英县回马镇金马街 186 号）
3.大英县委巡察办办公楼（大英县

新城区卓筒大道 270 号）
五、信访接待点：大英县回马镇舒

适特商务宾馆 220 室（大英县回马镇金
马街 186 号）

以上信访渠道从 3 月 28 日开始工
作，4 月 27 日巡察结束时关闭。

中共大英县委第二巡察组
2019年 3月 24日

中共大英县委第一巡察组
关于对县人社局党组进行扶贫领域专项巡察的公告

中共大英县委第二巡察组
关于对回马镇党委进行巡察的公告

按照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
排，县委第三巡察组从 2019 年 3 月 28 日
起对蓬莱镇党委开展巡察。

根据巡察工作相关规定，巡察组主
要受理反映蓬莱镇党委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所辖村（社区）和基层站所负责人
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对其他与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
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按
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被巡

察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干部群众如
有举报和反映问题的可通过电话、意见
箱或邮箱等渠道与巡察组联系。

一、巡察组值班电话：13281789607
（工作日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00-20:00）
二、电子邮箱：zgdyxwdsxcz@163.com
三、寄信地址：县委巡察办 502 室

（大英县新城区卓筒大道 270 号）
四、意见箱设置：
1、大英县蓬莱镇政府（大英县朝阳

街 59 号）
2、大英县新城区和富巷 30 号（大英

县信访局对面）
3、大英县老城区朝阳广场休闲长

廊
4、大英县委巡察办办公楼（大英新

城区卓筒大道 270 号）
五、信访接待点：大英县新城区阳

光国际酒店 301 室（大英县新城区环城
路 296 号）

以上信访渠道从 3 月 28 日开始工
作，4 月 27 日巡察结束时关闭。

中共大英县委第三巡察组
2019年 3月 24日

中共大英县委第三巡察组
关于对蓬莱镇党委进行巡察的公告

按照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
安排，县委第二巡察组从 2019 年 3 月 28
日起对回马工业园区党工委开展巡察。

根据巡察工作相关规定，巡察组主
要受理反映县回马工业园区党工委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下属的回马工业服
务中心主要负责人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
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与巡察工作
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
访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

转交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干部
群众如有举报和反映问题的可通过电
话、意见箱或邮箱等渠道与巡察组联系。

一、巡察组值班电话：13281789606
（工 作 日 受 理 电 话 的 时 间 为 8:00—20:
00）

二、电子邮箱：zgdyxwdexcz@163.com
三、寄信地址：大英县委巡察办 502

室（大 英 县 卓 筒 大 道 270 号），邮 编 ：
629300

四、意见箱设置地址：
1.大英县回马镇政府办公楼（大英

县回马镇贾岛街 1 号）
2.大英县回马镇舒适特商务宾馆

（大英县回马镇金马街 186 号）
3.大英县委巡察办办公楼（大英县

新城区卓筒大道 270 号）
五、信访接待点：大英县回马镇舒

适特商务宾馆 220 室（大英县回马镇金
马街 186 号）

以上信访渠道从 3 月 28 日开始工
作，4 月 27 日巡察结束时关闭。

中共大英县委第二巡察组
2019年 3月 24日

中共大英县委第二巡察组
关于对回马工业园区党工委进行巡察的公告

（紧接01版）时刻挺起精神脊梁，始

终坚守精神家园。要深刻汲取蒲波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败坏党风政风

的教训，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广大党

员干部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意志为意志，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贯彻落实中央

大政方针和省委、市委、县委各项决策

部署上，必须时时事事处处做到表里

如一、言行一致，不搞变通、不打折扣，

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要深刻汲

取蒲波目无党纪国法、恣意胆大妄为

的教训，始终树牢法纪意识。党纪国

法是从政做人的底线，是不可逾越的

红线，也是触碰不得的高压线，必须心

存敬畏、行有所止，做到“慎初”“慎独”

“慎交”。要深刻汲取蒲波滥用手中职

权、背叛党和人民的教训，始终涵养为

民情怀。党员干部倘若失去初心、背

离使命，必将偏离人生轨道，滑向腐化

堕落深渊，必须始终坚守初心、践行宗

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要始终牢记

公仆身份，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民用

权。要深刻汲取蒲波道德观念丧失、

大肆赌博敛财的教训，始终绷紧律己

之弦。面对种种诱惑和“围猎”，必须

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

政之德。要切实加强家风建设，坚决

有力抵制赌博。要深刻汲取管党治党

不严不实、监督失守弃责的教训，始终

坚持担当尽责。权力就是责任、责任

就要担当。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扛

起责任，坚决纠正管党治党“宽松软”

的问题，严格管理干部，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

胡道军强调，要始终保持强烈

的责任意识，自觉当好示范表率，团

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拼搏奋进。领

导干部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发

挥“领头羊”作用，身先士卒、以上率

下，真正为广大干部树好标杆、当好

表率，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党员干

部在推动富民强县再上新台阶的火

热实践中建功立业。

胡铭超在结业讲话中指出，本

次读书班暨警示教育专题班大家学

习讨论充分，对照反思深刻，研究思

考深入，达到了统一思想、深化认识、

提升本领的目的。他强调，要深刻领

会胡道军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

实县委决策部署；深刻认识改革发展

稳定面临的新形势，坚决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深刻汲取蒲波严重违纪违法

案教训，坚决抓好“以案促改”工作。

胡铭超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千方

百计稳定经济增长，千方百计优化发

展环境，千方百计抓好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千方百计抓好安全生产，千

方百计确保“开门红”，确保圆满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希望全体干部把学

习所得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着力把各项工作抓到实处、抓到关键

处，为加快建设成遂协同发展先行

区、全国知名旅游度假目的地，奋力

推动富民强县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

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

结业式上，县领导杨成平、赵维

强、魏挺、代萍、宋建军、谭银围绕主

题分别作了交流发言。读书班暨警

示教育专题班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专题片，每位

学员都撰写了心得体会材料。大家

表示，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

个自信”，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

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树牢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四川春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

建大英县寸塘口水库至县城自来水厂引

水工程改造项目新建疾控中心源水管道

改迁项目已全部验收完工，在本工程项

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人工、材料、机械

等费用，如仍未获得清偿的供应商和个

人，请在本公示登报之日起十日内速与

四川春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联系人 :黄先生

联系电话 : 18982920801
四川春航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4月 1日

公示

（上接 01 版）随后，大英立即召开会

议，县委书记胡道军就全县近期安全生

产、森林草原和城乡防火工作再安排、再

强调、再部署。

胡道军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一要严

格落实责任、主动作为，认认真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特别是当前对于森林防火工

作，要采取县领导包镇乡、镇乡领导包村、

村级干部包社、社干部包山包林的措施，切

实将责任落实到人头、落实到基层一线。

要继续做好全县化工企业、交通运输、建筑

安全管理，强化梳理，全面排查安全隐患。

二要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对

相关应急预案进行再梳理、再完善。进一

步强化应急指挥，加强应急演练，加强协调

配合，以练促战，以战保安全。 三要迅速

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

以及新媒体宣传森林及城乡防火的法律法

规和扑救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

意识和安全意识。四要进一步加强值班值

守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

制度，完善应急联动机制，保持通信联络畅

通，确保一旦有险情发生能第一时间按要

求上报、科学快速有力处置，让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建军，县委

常委、副县长杨仕勇在大英县分会场参加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