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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税务局不断推出便民办税举措，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 9 大类 152 项涉税业务，积极推行“非接触式”办税，建

成自助办税体验中心，引导纳税人网上办税，实现 80%的办税事项全程网上办。图为 8 月 7 日，市民在安居区办税服务大厅办理

业务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根据相

关调查情况和你局提供的佐证资料，经

研究，同意你单位党组提出的对张某在

余粮村弃土场整改工作中违反竞争性谈

判程序问题予以容错免责的意见。我委

已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结。”近日，大英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收到了县纪委关于

对张某申请容错免责的书面复函。这份

书面复函，是今年大英县纪委《全面落实

容错纠错相关规定，为好干部立好“盾

牌”的十七条措施》印发以来，发出的第

一份容错免责决定。

而整件事的起因，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2016 年 4 月 13 日，大英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召开党组会集体研究余粮村弃土

场安全隐患处置事宜，为确保在雨季来

临前完成整改，会议确定另行选择一处

新的弃土场，并决定将财政评审和招投

标工作同时开展，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

选择承建单位，该项目具体由张某负责

牵头办理。

今年 4 月，大英县纪委收到县委巡察

发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余粮村弃土场

项目进行拆分涉嫌规避招标等有关问题

线索，并展开核查。

5 月 16 日，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党 组 向 县 纪 委 提 交 了《容 错 免 责 申 请

书》，就“余粮村弃土场整改工作违反相

关程序，财评和竞争性谈判同步进行”的

问题申请容错免责。

经核查发现，该工程属于排除重大

安全隐患的应急工程，财评和竞争性谈

判同步进行系为了快速推进项目，不存

在拆分工程的问题；且项目建成后以财

评价支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在项目竞争

性谈判和建设中，未发现单位和个人谋

取利益，符合容错纠错的相关规定。

因此，大英县县纪委同意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党组提出的，对张某在余粮村弃土

场整改工作中的违反竞争性谈判程序问

题予以容错免责的意见，并对相关问题依

纪依规予以了结。

今年，大英县县纪委印发《2019 年全

面落实容错纠错相关规定，为好干部立

好“盾牌”的十七条措施》，（紧转02版）

容错纠错机制为干部“立盾”

大英发出首份容错免责决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8 月 7 日，省委副书记、

省长尹力在乐山市防汛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抢险工

作视频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减灾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强化责任

落实和工作到位，坚决打好防汛减灾攻坚战，保护好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出席遂宁分

会场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

灾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防汛减灾工作

部署，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努力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减灾重点工作，坚持预防第

一，努力把工作做在前、做在先，强化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

补短板、强弱项，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抓落实的能

力。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防汛减灾责任，各地党委政府、各

有关部门、各社会主体都要明确责任、落实责任，特别是要

将责任明确到基层、到岗位、到具体人头，同时加强督促检

查，对责任落实到位、工作成效好的表扬激励，对履责不到

位、造成恶劣后果的严肃问责追责，以强有力的措施确保防

汛减灾责任和工作落实到位、取得良好成效。

会议结束后，邓正权来到遂宁市防汛指挥部值班室，查

看了四川省水情信息服务平台和我市防汛值班、防汛调度记

录情况，详细了解我市当前水情雨情、防汛调度情况和防汛

会商机制。邓正权指出，目前我市水情雨情平稳，但大家不

能麻痹大意，要保持上下游联动，做好防汛抢险应急预案，

加强人员转移疏散演练。要加强河道巡查，确保采砂船只汛

期安全，保持河道行洪通畅。要注重水库防汛，既要保安

全，又要注意蓄水，做好防大汛抗大旱的准备。要做好防汛

值班抽查和地灾监测抽查，切实守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副市长雷云、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遂宁分会场会议。

尹力主持召开全省防汛抢险
工作视频会议

坚持预防第一
强化责任落实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8 月 7 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邓正权带领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船山区和遂宁经开

区，调研督导重点工程建设、砂石资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防汛减灾、地灾防治及河长制工作，强调要坚守环保和安全

底线，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加快推进我市重点工程建设。

唐家渡电航工程位于船山区新桥镇小坝村，与中环线

的控制性工程凤台大桥紧邻，项目建成后将形成 25 公里

的水岸线，拓宽观音湖水域面积至 30 平方公里。邓正权

来到唐家渡电航工程对面的登高坡山顶，俯瞰整个项目建

设，详细了解唐家渡电航工程移民安置工作及圣柳岛规划

情况。邓正权强调，要加紧与上级部门对接，尽快做好行

洪论证，确定圣柳岛边界和防洪堤走向，通过疏浚充分利

用砂石资源，建设生态柔性岸线。要高标准规划圣柳岛，

天际线要错落有致，城市要通透，进一步提升遂宁城市品

质。要加快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确保工程顺利建设，努力

实现唐家渡电航工程 2021 年蓄水的目标。要注重工程建

设时序，统筹做好渠河饮用水源北移和综合管廊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

涪江流经船山区境内 75 公里，通过砂石体制改革将 51
家散乱砂石企业整合成 8 家规范联合体，现已建成 6 家标准

化生产厂房，全部拆除原有厂房建筑物并复耕复绿，有效防

止私挖乱采行为，切实维护河道安全，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良性互动。邓正权实地察看了老池乡万顺砂石厂标

准化砂石生产加工、智能化监控系统运行及河长制、防汛工

作落实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坚守环保和安全

底线，筑牢反腐倡廉防线，控制好砂石的“量、质、价”，满足

市场供应，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砂石体制改

革经验。 （下转02版）

邓正权调研督导重点工程建设、砂石资源
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防汛减灾、地灾防治及河长
制工作时强调

坚守安全底线
完善应急预案

加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

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得知下党

实现了脱贫，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我非常高兴。向大家致以衷心的祝贺！”

8 月 4 日，习近平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

的乡亲们回信，祝贺他们实现了脱贫。

在信中，习近平说：“经过 30 年的不懈

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乡亲

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这生

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他勉励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

精神，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持

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

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

回信中，习近平还特别回忆起当年

“三进下党”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1988 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

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 18 个连片贫困

地区之一，习近平说，那里是福建“最犄

角旮旯的地方”。为跑遍这里的乡村，他

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

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有时

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在不通公路的偏

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

步行进去。其中，有个乡就是下党乡。

下党乡位于闽东大山深处，是宁德

地区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有寿宁的“西

伯利亚”之称。这里曾经是无公路、无自

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

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素有“车岭车上

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由于山路难

走，小贩们都不敢进液体货物，以至于当

地不少人连酱油都没有见过。

了解到下党乡的情况，习近平对乡

干部表示，一定要去下党一趟。

1989 年 7 月 19 日，习近平带领地直

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 30 多人乘中巴

车从县城出发，到达平溪乡上屏峰村公

路就不通了，大家下车步行。

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开路，

习近平和其他干部每个人拿根竹竿，沿

着河边走，一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

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

少去。一路上，习近平受到最为热情隆

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

大的官”。他们箪食壶浆，挑来一桶桶土

草药做的清凉饮料，还有绿豆汤，说你们

喝吧，路上辛苦了。

艰苦的不只是通往下党乡的路途，

办公环境也是如此。

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

改造过的牛圈里。

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

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习近平

去之前，乡亲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

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

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

区。开会、吃饭、休息、洗澡都在桥上。

“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很少能见

到这么大的官，大家以为他会很讲究，没

想到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穿一件白衬

衫，很朴素，午饭配的是乡下人吃的青

菜、小笋、田螺，他也吃得津津有味。”乡

干部回忆。

1989 年 7 月 26 日、1996 年 8 月 7 日，

习近平又两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下党

建设发展难题。

“下党的发展，主要抓‘做’功，而不

是‘唱’功。”习近平要求，要更新观念，拓

展思路，把路子摸得更清楚一点，把脚步

迈得更扎实一些。要以一村一户一人为

对象去想路子，去解决问题，一个项目一

个项目地上，才能实打实上一个新台阶。

下 党 乡 之 行 ，“ 异 常 艰 苦 、异 常 难

忘”。习近平说，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

一次，人家记你几代。

的确，直到现在，老百姓还常说，当

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

三进下党，体现的正是习近平对于

脱贫工作始终如一的关注重视，对于百

姓生活的深深挂念。

30 年接续奋斗，下党乡如今已经摆

脱贫困，实现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

华丽蜕变。下党乡的今昔变化表明，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只要牢记

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

为功，更加美好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

当年“三进下党”
习近平至今“历历在目”

日前，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

一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严重破坏国际规则，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也纷纷表示质

疑。

无论是从国际法来看，还是从美国内法来看，美国

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缺乏依据。从国际

法来看，一国是否存在货币操纵问题，应该是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管辖的事情，该组织承担督促成员国避免货币

竞争性贬值的职责。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

报告明确，人民币汇率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

事实上，汇率问题一直是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讨论的重要问题。国际

组织都认可的结论，美国却要另搞一套，将美式标准

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严重破坏了全球关于汇率问题

的多边共识。另一方面，即便从美国国内法来看，中

国也远没有达到其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标准。

面对明摆着的事实和国际组织公论，美方一些人

颠倒黑白，不仅践踏国际规则，连自己制定的所谓标

准也不当回事，真是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

（下转02版）

美方践踏国际规则终将失败
■新华社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