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1

现状

一是清每户有多少卡、如何使用、有无干部代管？二是清补贴有哪些、标准是多少？三是清钱从哪里来、是否足额发放？

最多的一户人家有15张卡，包括社保卡、林业局退耕还林补贴卡、农牧局草原补贴卡等。
扶贫资金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和多家金融机构，不同的扶贫资金，又使用不同的银行卡下发，困难群众到底有多少卡、多少钱，没有谁说得清楚。

行动

目标 一户一卡、卡随人走、收支清楚、安全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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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冕宁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范洪春（左三）到群众家中了解“一卡通”管理使用情况。

为什么叫“清卡行动”？这个
故事要从凉山说起。

2013年，凉山有贫困村2072
个、贫困人口88.1万。作为全国深
度贫困地区之一，2015年，精准扶
贫号角吹响后，投入凉山的扶贫资
金量非常大，资金来源的渠道众
多。如何做到精准监督护航脱贫
攻坚？这个问题考验着凉山。

凉山州委州政府最先推行的
“不杀牛”禁令，一定程度扭转了彝
族地区杀牛待客的风气；但针对扶
贫领域腐败问题的专项行动，却没
有取得预期效果。

“我们下了很大力气，把7个县、
市的扶贫移民局局长，送进了司法机
关，但总觉得工作不够踏实。”张力
说。

张力是凉山州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纪委多次检查，每
次都发现不少问题，雁过拔毛、吃
拿卡要等现象边查边犯、屡禁不
止。“有的地方，‘四保一补’走形变
样了。有人甚至说，低保‘饱’了村
长、社保‘饱’了局长、医保‘饱’了
院长、农保‘饱’了社长，学生营养
餐‘补’了校长。”

究竟该怎么做？作为监督执
纪问责机关的第一负责人，张力一
直在动心思、在思考。

张力的思考，有了效果：2015
年8月，凉山州纪委启动了“三大一
严”专项行动：廉政教育大宣讲、正
风肃纪大督查、扶贫惠民资金大检
查、监督执纪严问责。

张力讲，“三大一严”是想构建
一个大监督的格局，“方案形成后，
报州委同意了，报省纪委也得到批
准，于是在全州大张旗鼓开展起
来。”

但开展了一段时间后，张力发
现效果依然不是太好，“大是大，但
有些空，不具体，没有抓手。但究
竟该怎么做？一直没想明白。”

时间到了2018年2月1日。
当晚，喜德县民政局救灾救济

股股长程鹏菲、民政局驾驶员郑贵
林，被带进了凉山州纪委办案点
——就是这个“小”股长，最后触动
了张力的灵感。

程鹏菲所在的救济救灾股，负
责全县救济救灾和优抚工作。

2015年12月，喜德县发放两
年的“高寒山区农牧民特困群众生
活救助资金”。程鹏菲利用负责汇

让扶贫资金落到实处
清卡行动的凉山故事

但有人最初有不同意见：清卡？购物
卡、会员卡，都清理过了，还清什么卡？

张力没有简单否认，而是四处召集组织
开座谈会。

在袁文云的记忆中，座谈会大大小小开
了十多次，县里、州里，财政、审计、发改、扶
贫、林业等涉农部门15个，都找起来，围绕

“怎么清、清什么”，让大家发表看法。
在这期间，又发生一个案件。
4月4日上午，雷波县溪洛米乡乡长冯

莹盈，来到雷波县纪委监委，找到审理室主
任蒋勇，“我是来向组织自首的。”蒋勇一听，
最初还以为这位全县最年轻的女乡长在开
玩笑，没想到她竟真的递上一摞投案材料：

“州里县上对扶贫资金的卡、折，检查越来越
严。前些天又有中田乡2个民政干部被查，
我认识。我觉得自己迟早也会被发现，就来
自首了。”

冯莹盈2012年担任一车乡副乡长，当
时仅28岁。2016年，她担任了溪洛米乡乡
长。担任一车乡副乡长时，冯莹盈在雷波县
民政局分两次领取了“特殊困难儿童生活补
助存折”68张，除1张被当事人领走外，另外
67张被冯莹盈存放在办公室。

一年多后，冯莹盈因赌博欠下了高额债
务，于是开始取补助存折上的钱来偿还赌
债。一审判决书表明，截至今年2月最后一
次取款，她已从这些存折上挪用公款88万
多元。

冯莹盈案，坚定了张力的“清卡行动”。
他的理由很充分：“扶贫资金种类多，

涉及财政、审计、教育、民政、农牧等多个职
能部门和多家金融机构；不同的扶贫资金，
又使用不同的银行卡下发，农户手中的银
行卡很多，少的两三张，多的十余张；而且
不同渠道资金的发放周期不同，有的按月
发，有的按年发。由于没有牵头部门，没有
哪一家能说得清到底有多少卡、多少钱，困
难群众心里更是糊涂账，精准有效的监督
难以实现。”

袁文云所在的党风室，就做了一个“清
卡行动”方案。“方案第一稿被否定了，说简
单的事情搞复杂了。然后我们搞了第二个
方案，简洁明了：卡在哪里、钱在哪里、有哪
些项目、资金多少。”

州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方案，上报到
州委常委会，“清卡行动”上升到了州委层
面。州委分管扶贫工作的副书记陈忠义任

“清卡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张力等3人任副
组长。

4月20日，凉山州全面启动为期5个月
的“清卡行动”。

“清卡行动”，具体来讲，一是清每户群
众有多少卡、如何保管使用、有无乡镇村组
干部代管；二是清补贴有哪些、该享受哪些补
贴、具体标准是多少、有没有违规享受；三是
清钱从哪里来、钱是否足额发放、未发资金在
哪里、是否存在违纪违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凉山期间，多次要求采访张
力，都被拒绝。他的理由是：凉
山州纪委是在凉山州委的领导
下做这个“清卡行动”，“不要采
访我。”

而且张力多次讲：“清卡行
动”，不是想“出风头”，而是在凉
山护航脱贫攻坚这么些年中，

“虽然一直在坚持，但总觉得‘差
一点’，就像悬在半空，工作推动
力不从心。”

张力承认，“清卡行动”也
是受到启发，“有心栽花、无意插
柳，逐步演变而来。最初，是审
计部门在广元市剑阁县做‘一卡
通’专项审计时，查到卡的问
题。审计部门给了我们很大的
启发。”

这种“有心栽花、无意插
柳”的故事，还有。“我们压根儿
没有想到中央纪委领导会来凉
山，压根儿没有想到来了会听我
的汇报，更没有想到会对我汇报
的这个清卡内容评价那么高。”

5月，中央纪委领导到凉山
州调研。张力汇报的，主要是

“三大一严”、构建大监督格局，
“期间提到了‘清卡行动’，没想
到，中央纪委领导对‘清卡行动’
很感兴趣，我汇报了8分钟，中
央纪委领导插话27次，问了很
多具体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指
导工作的具体要求。说抓得好、
抓得准，发现问题，要像凉山一
样精准。”

这个细节，记者从多个渠
道得到了证实。

6月13、1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雷波县。县纪委监委大门口的标
语格外醒目：“谁敢动扶贫资金，纪委监委就
动谁”。

“对折、卡的监督管理不严格，让制度成
了挂在墙上的摆设。”雷波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委主任吉里列布认为，冯莹盈案，敲响
了加强扶贫资金监管的警钟。

4月20日，“清卡行动”开始后，县纪委监
委牵头，会同全县各单位、工作队，村组干部、
驻村单位，围绕“卡在哪里、补贴有哪些、资金
落实没有”三个问题，对照基础数据，跑完了
279个村的每一户人家。

“您家有几张卡，清楚哪些补贴吗？看，
表里的这张卡有没有？”一张张确认，一张张
按手印、签字确认。

“人手不够，我们就聘请义务监督员。”
雷波县纪委常委张生表示，目前只在171个
贫困村聘请了342名监督员，协助清查。监
督员都是退下来的村组干部，“其余的数据，

都是在职的干部一户户跑下来的。”
清卡的难题在哪里？
张生直言不讳：整户外出的太多，给清

卡带来很大困难。“我们只有挨家按户打电
话确认，有时候从村里找不到电话号码，我
们就打电话从银行查。”

“最多的一户人家有15张卡。”负责清
查雷波县桂花乡农户卡数的工作人员回忆：
包括社保卡、农牧局草原补贴卡、林业局退
耕还林补贴卡等。

作为走在“清卡行动”前列的雷波县，6
月15日，第一阶段大清理工作如期完成：共
清理惠农惠民补贴涉及10个主管部门46
个补贴项目，清理出“一折通”63476张，涉
及资金量5.64亿元。

搞清楚了有多少卡、卡在哪里，同时显示
出的问题是：本该是惠民卡，却成了个别人的

“发财卡”——6月15日，“清卡行动”中发现，
永盛中心乡农乐村一组组长杨家康，侵占村
民粮食补贴款9190元，被立案调查。

总发放花名册的职务
之便，与郑贵林合伙借
用他人身份证和银行
卡信息，以一户多人的
形式，将信息多次复制
粘贴到24个乡镇资料
中。一年时间内，两人
分 6 次 虚 报 611 户
4517人，套取资金208
万元。

程鹏菲、郑贵林被
依纪依法给予处理，并
移送司法机关；喜德县
民政局局长、派驻纪检
组组长因工作失职失
责、监督把关不力，被
县纪委监委立案。

这个案子，对张力
触动太大了，“一个‘小’
股长和一个司机，居然
可以从卡上套取那么
多钱出来。”

2018 年 3 月 27
日，张力把党风政风室
主任袁文云等叫到办
公室，剖析这个案子。

这期间，张力想起
了自己的一次亲眼所
见：那次去一个村调
研，村干部手机响了，
从裤包里摸手机时，掉
出了十多张各种卡。

“你怎么有那么多卡？”
村干部回答：很多村民
都将卡交给他代管、代
取各种补贴。

两件事联系到一
起，张力豁然开朗：问
题出在卡上，我们能不
能搞个“清卡行动”？

“清卡行动”，就这
样第一次由张力说出
来。

6月 11日，四川省纪委监
委、省委农工委、财政厅、审
计厅、银监局联合下发通

知，从今年6月至9月，在全省范围利
用3个月时间，集中整治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即：通过银行卡
向群众发放财政补贴补助资金）管理
问题。

6月20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在西
昌召开综合帮扶凉山州打赢脱贫攻坚
战动员大会。会议决定，要加大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
专项治理力度。

6月20日，四川省纪委省监委发
布限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告：凡在惠
民惠农领域，尤其是扶贫领域，存在
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扣留扣压群众
“一卡通”问题的，在8月15日前主
动说清问题。

6月21日，全省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视频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主持
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一卡通”管理
问题专项治理为契机，加强监督执纪，
严肃追责问责。

10天时间内，一个文件、两个高
规格会议，都是一个主题，这在以前十
分罕见；而尤其罕见的是，四川省纪委
监委还发布专门通告，要求限期主动
说清问题——这意味着，一场围绕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清卡行
动，正在全省范围内展开；而且这个行
动，来头很大、来势很猛。

而这场清卡行动，华西都市报--
封面记者获悉，与凉山关系紧密。

为什么会是凉山？在那片土地上
发生过怎样的故事？6月中旬，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调查记者赶赴凉山，
现场采访。

一个贪腐“小”股长
触发了“清卡行动” 故事2

故事3 跑完雷波279个村 一张张卡确认

一个自首女乡长 坚定了“清卡行动”

故事4
汇报8分钟

中央纪委领导
插话27次

故事5

6月11日下午，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凉山
州委副书记、“清卡行动”领导小
组组长陈忠义。

陈忠义说，州委对“清卡行
动”非常重视，“中央和省上，都
愤恨扶贫工作中的两种情况，一
是数字脱贫、二是资金没有用
好。凉山也有挪用、贪腐扶贫资
金，有的还触目惊心。‘清卡行动’
就是结合凉山的实际情况推出
的。这项工作意义很大，凉山州
目前在全线推动、抓紧抓实，要
让群众受益、要让扶贫资金真正
发生作用。”

陈忠义坦承，凉山的扶贫
攻坚任务艰巨，“致贫原因，其他
地方有的、我们有，其他地方没
有的、我们也有，压力大。但我
们要变压力为动力，以‘清卡行
动’为抓手，带动全州的脱贫攻
坚工作。”“州委认识到位，现在
措施也有了，接下来就是脚踏实
地地抓‘清卡行动’，抓出实效，
让老百姓感受到、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见到成效。”

5月22日至24日，省政协
副主席、州委书记林书成前往木
里县，对“清卡行动”的开展情况
进行督导。林书成明确要求：“清
卡行动”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集中时间通报一
批，以高压态势形成有效震慑，实
现惩与治的同向、同步、同进。

同时，凉山州委州政府明确
“清卡行动”的基本目标：实现“一
户一卡、卡随人走、收支清楚、安
全便捷”；将卡清得更明白、将钱
算得更清楚，最终让“一卡通”真
正成为百姓的“幸福卡”。

让“一卡通”
真正成为百姓的
“幸福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曹笑牛建平
凉山摄影报道

6月13日，凉山州
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
力（右一）冒雨到喜德县
极度贫困村额尼乡阿坡
洛村调研“清卡行动”。

6月22日，喜德县巴
久乡且莫村搬迁到喜德
县城周边农户集中清卡
工作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