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问廉”，现在已经成为四川正风肃纪“麻辣烫”品牌。通过媒体暗访曝光、群众现场监督、纪检机关的一体化监督，综
合运用电视、电台、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丰富播出方式，使干部自觉接受监督、媒体敢于主动监督、群众积极参与监督成为
习惯和风尚，让监督无处不在、密密麻麻，让批评直言不讳、警醒辛辣，让“四风”无处遁形、违者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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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节目首先开场的是短片《被打太极
的产权证》。短片辛辣曝光：彭州市香颂苑
小区已入住近9年的居民们，从被当地政府
安置到该小区，就一直没有拿到产权证。但
同一地块上的商业用房，却提前领到了正规
的房产证。群众为此多有投诉，国土等部门
也就此给出书面回复说，已经在约谈平台公
司，要求加快办理产权登记。回复中平台公
司也表示高度重视，一定加快办理。但当记
者根据群众投诉再次询问所涉及到的彭州
市房管、国土、致和镇，全部相互推诿“打太
极”，群众仍然无法从部门那里得到正面回

应，部门的作风态度，让群众很无奈。
在直播现场，主持人提问彭州市国土局

副局长余挺：“群众咨询你们的时候，为什么
推给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登记中心本身就是国土局的下
属部门，我们没有推诿。”

“是不是只管收资料，其他都不清楚？”
“我们一般窗口人员负责接件工作，如

果第一时间回答，这里可能涉及到聘用人员
和在职员工。如果是在职员工接电话可以
回答，聘用人员可能要通过后台询问之后才
能回答。”

“所以你们就推给了房管局？”
……
随后，主持人提问彭州市房管局局长胡

晓文：“国土局推过来的‘皮球’您接不接，对
安置房产权办理，房管局有什么责任？”接
着，又提问彭州市致和镇党委书记段兵：“村
民有诉求找到政府，为什么直接推到市上，
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对待群众的态度和方法

吗？”之后，又提问彭州市国投公司董事长何
雪麒：“这么多年香颂苑（园）小区产权证没
有办下来，究竟卡在了哪？”

主持人每个提问都直指问题要害，问得
某些官员脸红出汗……

直播现场，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有关专家、成都市纪委监委特邀监察
员、市民监督员和媒体观察员组成的团队，
紧扣问题，不断发问；群众代表现场打分，
观看网友网上留言，整个过程火药味十足。

这场直播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直播结束的当晚，彭州市委于19：30在

彭州市行政中心二楼，召开问题整改部署
会，徐刚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

当日21：00，在彭州市行政中心人大四
楼会议室，彭州市纪委监委又连夜召开了问
题整改落实专题会。彭州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顾文辉严厉要求：针对问
题背后的作风纪律问题，迅速启动调查核实
和追责问责程序。

7月 10日，省纪委召开中央
驻川媒体和四川省级媒体“阳光问
廉”工作座谈会。

“坐北朝南，站在政府立场解
读民意；坐南朝北，站在群众立场
监督政府”，这是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三年
前说的一句话。依照这句话的含
义，3年前的2015年，“阳光问廉”
诞生了。

这是四川率先在全国创新的
一种监督模式：以电视直播形式，
把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第一，媒
体记者接到线索或投诉，现场暗
访、采访；第二，线索涉及到的政府
部门负责人，在直播现场接受质
询；第三，纪委监委进行党纪政纪
问责。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
郑东风认为，四川在探索中走出的
这条新路子，切实回应着社会关
切。“节目聚焦干部作风、脱贫攻
坚、基层‘微腐败’等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和‘四
风’问题，直击庸政懒政、剑指为官
不为，成为医治党员干部不担当、
不作为、慢作为的良方，成为转作
风、改作风的助推器，成为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纽带。”

“自贡市‘问廉’行政权力依法
公开运行不规范问题，一次性问责
51人，在当地党员干部中引起震
动。”省纪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常委
荣凌介绍，“阳光问廉”见筋见骨、
辣味十足，“台上扫面子、台下打板
子”，释放了“违者必究、究者必严”
的强烈信号。三年来，四川全省开
播“阳光问廉”节目492期，开展

“院坝会”活动3871次，现场“问
廉”所提问题13808个，涉及部门
（单位）3127 个，涉及党员干部
4587人。

“阳光问廉”并非一问了之，在
省纪委的指导下，各地做好“问廉”
的“后半篇”文章，对节目曝光的问
题实行挂牌督办、整改销号，既对
问题整改情况跟踪回访，又对共性
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将整改进行到
底。在整个过程中，正确把握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对不收敛、不收
手的严肃处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早提醒、早纠正、早预防，达到问
廉一个、警示一线、教育一片的目
的。近年来，通过“阳光问廉”，全
省问责 2218 人，党纪政务处分
1028人。

三年来，全省各地在探索中坚
持、在坚持中深化，始终保持“阳光
问廉”犀利“麻辣”的锐度、群众满
意的温度，使“阳光问廉”成为了群
众监督高地和社会舆论磁场，问出
了干部好作风，问出了群众获得
感，党员、群众普遍“点赞”。去年，
全省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量在
2015年、2016年连续下降的基础
上再下降3.7%；全省党风廉政建
设群众满意度指数达到85.87，实
现连续6年提升。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房方，
在这次工作座谈会上要求媒体，把

“阳光问廉”这张四川名片“擦”得
更亮，使之成为推动工作作风转变
的利器。

会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纪检监察报、
法制日报、中新社、中国网、四川日
报、四川电视台、华西都市报等15
家中央和省级媒体赴成都、遂宁、
广元三地，实地观摩“阳光问廉”节
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派出
记者，全程参与报道。

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省
纪委首次同意包括新华网、封面新
闻、川报观察等主流网络媒体同时
直播。封面新闻7月12日直播遂
宁的“阳光问廉”，吸引了130.8万
人在线观看。

全国首创 四川“阳光问廉”辣味十足
让相关部门责任人“台上扫面子 台下打板子”

于苑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牛建平 陈静

摄影报道

“在2018年全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使用一卡通专项治理行动中，安居区横
山镇发现存在不能开户的户名、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被套取等相关问题。”遂宁安居区
存在不合规定的一卡通问题被现场曝光，
安居区副区长舒玉明现场表态：三天之内
下发该发的资金，在全区进行拉网式排查。

2016年3月，射洪县玉太乡启动1.5万
亩土地整理惠民工程，尊圣村的4口堰塘
整理被纳入其中。整治后的堰塘不能正常
蓄水使用，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

“为什么签字验收了，工程却不合格？”
“当时是谁去验收的，通过的依据是什么？”
面对主持人的接连提问，射洪县副县

长邹清的两次回答均未通过考评团考评。

坐在台下的射洪县县委书记蒲从双接过话
筒：“出现这种问题，乡镇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县委县政府将在2个月之内完成该工
程的整改。”

2015年，遂宁安居区白马镇陈家沟村
村两委发出通知，每户只要缴纳1100元的
安装费，就可以安装使用自来水。村民们
踊跃交钱，期待着自来水早日竣工，投入使
用。然而，没想到的是，施工队安装了78
户后，就全部撤走，再无音信。

在针对该问题的表态中，安居区副区
长舒玉明的两次回答均未通过考评。

“10天之内，启动自来水安装工作，1
个半月内，完成自来水安装。”安居区区委
副书记熊杰的回答获得了现场的掌声。

在这一期“阳光问廉”直播
节目中，4个问题被直播曝光：昭
化区会“变”的自留地、利州区

“风”起舞凤村、朝天区打了水漂
的项目资金、旺苍县荒废的茶
园。

金花村是昭化区紫云现代
农业园区核心区，村支部书记罗
中莲在修建加油站时侵占集体
土地、为自己转户口。播放媒体
的暗访短片后，主持人现场提问
昭化区紫云乡乡长杨升安、昭化
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孙永明等人。

“短片中反映出群众意见也
是很大，你们是怎么监管的？”“短
片中你否认了罗中莲转户口的问
题，但是相关人员说罗中莲的户
口已经农转非了，这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为什么是耕地？有没
有什么可证实？”

两人回答之后，现场对他们
进行测评，测评结果不合格，两
人需要再次作答，并接受第二次
测评。第一次测评不通过，两名
官员在再次作答时，非常紧张。

律师殷勇作为现场的观察
团成员，现场对该问题进行了点
评：“这属于典型的村干部欺上
瞒下、违规违纪的现象……”

直播还曝光了旺苍县木门
镇返乡创业的农村妇女翟秀华，
承包的近400亩茶园被当地政府
以重新规划黄茶园区为由，进行
了重新整理，然而事到如今，茶园
被荒废了四年，让她损失惨重。

“据了解规划的三个村只有
茶园村没有种上黄茶？为什
么？”“针对翟秀华的事，你们在
推动实施吗？”主持人现场提问
旺苍县副县长谭江、县农业局局
长何茂华等人。

这个事件的主人公翟秀华，
在节目第二现场观看了整个过
程，她说：“作为回乡创业的农
民，自己非常艰辛和不易。我刚
才听了县政府的表态，我希望能
够尽快解决。”

在节目之后，翟秀华接受了
记者采访：“参加节目之后，心情
非常激动，此刻能够将事情解
决，自己也感到欣慰。”

办不下来的产权证
为何几个部门“互踢皮球”？

7月12日14：30，成都彭州市文化宫，“阳
光问廉”开始现场直播。省纪委副书记郑

东风、成都市纪委书记王川红、彭州市委书记徐
刚等，坐在直播现场第一排观众席上。这次“阳光
问廉”，曝光了三个事：被打太极的房产证、农村旱
厕改造、变成收费麻将馆的综合文化活动室。

工程不合格为什么签字验收了？
7月12日14：30，遂宁国际会展中心，这一期的“阳光问廉”围绕“清淤护
航 助推脱贫攻坚”主题，对工作中存在的四个问题进行了曝光。省纪委

有关领导、遂宁市委书记邵革军等，在现场观看。

扫二维码

看本文视频

7 月 13 日 15：00，广元市文
化艺术中心，这一期“阳光问

廉”的主题是惩治“微腐败”，护航脱
贫攻坚。省纪委有关领导，广元市
委书记王菲等，在现场观看。

茶园荒废四年
回乡创业农民
损失惨重

7 月 12 日，成都彭州、遂
宁、广元三场“阳光问廉”直播
结束后，省纪委常委荣凌接受
了华西都市报-封面记者采
访。荣凌表示，“问廉”立足于
曝光具体问题，着眼于系统综
合治理，推动“山清水秀”的政
治生态得到巩固和发展。“阳光
问廉”不是一场让官员出丑、让
群众“解气”的荒诞剧，是通过
曝光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推
动工作责任落实、干部作风转
变、行政效能提高，促进整个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连续
12个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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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彭州“阳光问廉”直播现场。

群众代表现场打分。

遂宁“阳光问廉”直播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