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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成都青羊区瞄准行政执法环节
把监督“探头”延伸到一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行政
执法工作是违纪违法的高发环节。今年
以来，成都青羊区纪委监委转变工作思
路，将派驻监督由事后监督向日常监督
转变，充分发挥派驻监督的“探头”、“前
哨”作用。

如何监管行政执法？据悉，青羊区
针对行政执法岗位，梳理与行政执法人
员职权事项运行环节相对应的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就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环
节开展岗位廉政风险点排查工作。例
如，在青羊区文体旅局，派驻区文体旅局
纪检组深入查找行政执法岗位在思想道
德、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度机制和外
部环境五类风险，按照一级、二级、三级3
个层次梳理风险点81个。

与此同时，青羊区建立完善了《行政
执法工作制度》《行政执法人员责任追究
制度》《证据现行登记保存（查封扣押）物
品管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工作

“十要”标准》《行政执法人员廉政工作
“十不准”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回避制
度》《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
等制度，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主体责任，切
实做到依法监督，问责有据。

青羊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派驻纪检组通过与执法对象进行电话回
访、约谈等形式全面掌握执法情况，对执
法工作中存在的以罚代管、重复执法、乱
检查、乱罚款以及执法人员吃、拿、卡、
要，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进行重点监督，
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查处，决不
姑息。

成都高新区创新企业服务模式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成都
高新区创新创业企业类别多、数量大，为
更加高效、精准服务辖区内创新创业企
业。近日，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
心开启了企业成长性评价应用系统，在
对创新创业企业动态监控的基础上实现
全方位资源、要素的导入，规范企业管
理，助力廉政风险防控，从源头上预防腐
败。

具体来说，增加企业信息收集渠道，
从企业自行填报、公开信息爬取、企业征
信接口调用等多方面获取企业的全面信
息，能多维度的分析与评估企业，提高企
业评估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减少主观性，
做到前期预防腐败；公开企业数据库，实
现企业背景、企业发展、司法风险、经营
风险、经营状况、知识产权、企业关系族
谱、专业信用报告等多种数据维度查询，
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做到中期风险监
控；运用企业成长性评价系统模型从基
础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发展潜力、信息
风险与抗风险能力、管理运营能力、盈利
能力等六个方面全方位评价企业，增强
了企业管理的客观化，实现了园区企业
的动态跟踪和监控，做到实时预警，防止
权力失控。

目前，已对2600余家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进行了成长性评价和分析，筛选出
第一批具有培育价值的种子企业195
家，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采取了手段进
行规范，杜绝以权谋私，做到公正、阳光、
精准办公。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
汇基层巡演成都站

四川元素让人拍手叫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走过
了北京、青岛、柳州等地，9月25日，第六
届全国道德模范故事汇基层巡演来到了
四川成都。以曲艺联唱、数来宝、情景
剧、二人转、四川清音等丰富多彩的艺术
形式演绎的道德模范真实故事，一经演
出，就受到了在场观众们的热情欢迎。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中
国文联主办，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共四川
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明办等相关单位
承办，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和高校学生
共计2000余人观看了本次演出。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此次成都专场
演出，共精选了8个优秀作品。故事《一
次心灵的对话》由杨鲁平与沙剑峰两位
中、青艺术家演绎，讲述了见义勇为模
范、消防队员杨科璋勇救被困群众，用血
肉之躯给孩子当“救生垫”，献出了年仅
27岁生命的高尚品质。

作为这次成都站特色节目，情景剧
《我们的儿子》则讲述了第六届全国助人
为乐道德模范刘源的故事。节目中，三
位演员分别扮演了社区空巢老人、凉山
州孤寡老人、刘源母亲的角色，讲述了刘
源处理百姓用电故障，看望孤寡老人，成
为不少空巢老人的贴心“儿子”。

“今天节目讲述的，都是发生在我们
身边的故事。”刘源本人也来到了活动现
场，他表示，全国道德模范这项荣誉，并
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国网四川电
力（成都）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集体荣誉。

此外，四川清音代表性传承人刘靓
靓还用四川清音演绎了“信义夫妻”、诚
实守信模范陈淑梅和李其云两夫妻的故
事。2013年，两人独子意外身亡，欠下
67万元债务，两位老人强忍悲痛，在4年
时间中起早贪黑，通过做馒头、包子50
万个，用辛劳和汗水偿还了大部分欠款。

本次汇演中，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闫淑平、李立山、杨蔓、杨苗等老
中青艺术家担纲主演。“很喜欢这样接地
气的讲述方式，正能量的节目，能够更好
的激励下一代传承优秀的道德品质。”看
完演出后，一位环卫工人对记者说道。

难忘1983年的夏天
那台电风扇给全家带来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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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宋建设，今年64岁了，
多年生活中有很多难忘的事情，其中
一件就是1983年那个夏天家里购买
了一台大物件——天使牌电风扇。
在他看来，这把使用至今的风扇，就
是自己多年生活和改革开放40年变
化的见证。

宋建设回忆，1983年他还在工
厂做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就40多元，
而那台电风扇要花78元，是他将近
两个月的工资。电风扇虽然价格不
低，却在数十个夏天送来清凉，全家
人都觉得值得。

“当时我们住在成都69信箱宿
舍区，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小单间里。
成都每年夏天都很热，房子小、空气
不流通，家里更是闷热，我3岁的儿
子经常热得睡不好。”而这，也是宋建
设下定决心购买电风扇的原因。他
揣着两个月的工资走进市场，在一家
店门口，一眼看中了这台绿色扇叶的
坐式电风扇。

“买回去后，家里人都特别开心，
晚上睡觉打开风扇，整个屋子都凉快
了。”宋建设说。虽然现在家里条件
好了，装了空调，但仍然保存着这台
电风扇，“在当时可是家里第一台大
件呢，而且现在哪里都没坏，清洗一
下跟新的一样”。

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指导下，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四川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将联合主办“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四川成果展”以反映改革开
放40年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变化。

为筹备展览，现在面向社会公众
征集“记忆”。如果你还珍藏着光阴
的“老照片”，如果你还保留有岁月留
痕的“老物件”，请把“它”和“它的故
事”交给我们，让我们共同讲好温暖
人心的“四川故事”。成功入选后，还
有丰厚奖金等你哦！

时间
即日起到10月31日

投稿内容
1. 老照片
（1）投稿作品著作权明晰，杜绝侵权图

片，应征照片若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
权、名誉权等瑕疵，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相关责任。

（2）投稿作品为JPG格式（胶片照片请扫
描为数码格式，通过审核将由工作人员与您
联系沟通），长边不低于2500像素, 清晰度不
低于300dpi。胶片照片无法扫描转化为电子
版的，投稿人可冲印照片复制品投稿，需7英
寸以上，1000×1400=约150万像素(5×7英
寸，毫米规格127×178)；也可投送老照片原
件或底版，需退回的请在投稿说明中注明。

（3）所有投稿作品需要100字以内的文
字说明，诠释该幅或该组作品的拍摄者、拍
摄年代、拍摄地点及背后故事。

2. 老物件
（1）老物件报送时，须将老物件提前拍

成电子照片JPG格式，并附100字以内的文字
说明（年代、用途、背后的故事等，并注明收
藏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发送至投稿邮箱，工
作人员会在初步筛选后联系投稿人。

（2）老物件采取自愿参展形式。参展方
式有两种：一是捐赠；二是借展，由主办方在
展览期间展出，展览结束后退回。捐赠、借
展的图片和老物件，经主办方筛选后确认展
出的会颁发相应证书。

奖项设立
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
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
三等奖2名，奖金各2000元；
优秀奖5名，奖金各1000元。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根据参展要求对所

有作品进行评审，评出相应奖项并给予相应
奖励。

注意事项

（1）主办方对所有投稿老照片、老物件
拥有公益性宣传使用权，符合要求的作品将
有机会出现在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的宣传
报道中。

（2）主办方将向入选展品的投稿人发放
参展证书并邀请参观展览。

联系方式

1. 投稿邮箱：scwc2018@163.com（投稿
邮件请标注为“改革开放与你的故事投稿”，
邮件正文附投稿人信息与联系方式）

2. 联系电话：028-86967333，
028-86967334 （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梁老师）

3．邮编：610012
4. 联系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B

区11楼四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戴竺芯

实习生高丽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唐
泽文 本报记者 熊英英 摄影 雷远
东）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于
9月24日落下帷幕。记者从9月25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本届西博会规格更高、规模
更大、服务更优、影响更广、成果更丰
硕，共签约投资合作项目808个，总
投资额7883亿元。

投资促进和经贸合作活动是本
届西博会的主体。签约投资合作项
目中，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
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数字经济

“5+1”现代产业体系项目357个，投
资额2839.61亿元，占签约总额近四
成。

本届西博会共有95个国家和地
区参会参展。意大利副总理兼经济
发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迪马
约，尼泊尔副总统普恩，老挝国会副
主席西赛，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
迪翁等4位外国政要，哥斯达黎加前
总统阿里亚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韩国前总理李寿成等3位外国前
政要，以及40位境外部长级官员、15
位驻华使节、14位总领事、3位国际
组织负责人、近200位商协会代表，
国家相关部委、各兄弟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8位省部级领导
出席。出席本届西博会的境外部长
级官员、省州长、驻华大使和商协会
负责人等的数量创历届之最。

本届西博会共举办活动 70 余
项。从活动类别看，主要分为六大
类，包括主体活动9项，“一带一路”系
列活动8项，主宾国系列活动11项，
专项活动21项，国内其他省（区、市）
活动11项，四川各市（州）活动10余
项；从活动内容上看，涵盖农业、文
化、教育、科技、康养、应急、旅游、电
商、物流、轨道交通、人力资源等20余
个行业。此外，本届西博会邀请境内
外专业观众10万余人到展览现场，组
织开展专场采购、专业对接洽谈、现
场采供签约活动等70余场次。

在展览展示规模上，本届西博会
首次实行“一城双展”，共有80个国家
和地区参展，展览总面积26万平方
米，创历届之最；国内29个省（区、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团参展；超过
100家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参展。

本届西博会提倡节俭高效办会，
相比往届，共归并整合同质、同向、同
类活动20余项，取消不相关无实质内
容活动10余项，并向参展企业发出
《绿色会展倡导书》。

第十七届西博会签约 亿元

共有 80 个国家和地区参
展，展览总面积26万平方米，创
历届之最

首次实行
“一城双展”

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成果最丰……
第十七届西博会晒出靓丽成绩单

9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十七届西博会整体举办情况。

天
使
牌
电
风
扇
。

●国家主席给大会致贺信，是西博会自2000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

●首次实现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团参展参会

●首次实现“一城双展”，展览总面积26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

●首次在西博会永久会址——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办

●首次策划举办西博会绿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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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3亿元！这是第十七届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会上各方签约投资总金
额。其中，四川各市州与省外、境外投
资者签约正式投资合作项目764个，投
资总额7360亿元，比上届增长12%。

巨额签约投资额，只是第十七届西
博会收获的丰硕成果之一。9月20日
至24日在成都举办的这场盛会，是党
的十九大之后举办的第一届，又适逢改
革开放40周年。与过往的16届西博会
相比，它有哪些精彩？

规规格最高格最高
国家主席发来贺信

政要出席数量创历届之最

西博会开幕当天，国家主席向大会
致贺信，这是西博会创办以来的第一
次。贺信指出：“西博会是中国对外开
放的重要窗口，为中国西部地区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深化同世界各国交流合
作搭建了重要平台。”党中央、国务院充
分肯定了西博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
重要作用，明确了新时代的新使命。

历届西博会，都是外国政要汇聚的
平台，今年也不例外。意大利副总理兼
经济发展、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长迪马
约，尼泊尔副总统普恩，老挝国会副主
席西赛，柬埔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迪
翁，以及40位部长级官员、15位驻华使
节、14位总领事、近200位商协会代表

……出席本届西博会的境外部长级官
员、驻华大使和商协会负责人数量创历
届之最。

规模规模最大最大
参展国家数量和参展面积

均创历届之最

本届西博会首次实行“一城双展”，
分别在世纪城和西博城办展，也是首次
在西博会永久会址——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举办，展览总面积达26万平方
米，为历届之最。展览的国际化、专业
化、市场化水平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共有95个国家（地区）
参会参展，其中，有80个国家（地区）参
展，朝鲜、阿根廷、乌拉圭、秘鲁等国家
首次参展。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组团参展，展示全国各地改革
开放的丰硕成果；超过100家世界500
强及知名企业参展。

积极服务国家战略，西博会特别开
辟了“一带一路”合作馆，吸引了沿线31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展览面积10万平
方米，占总面积的38.5%。还举办“一
带一路”专题系列活动8项，得到境外
嘉宾充分肯定及高度认可。

结合产业发展，本届西博会设9大
专业展览，面积达14.4万平方米，占总
面积的55.4%。突出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数

字经济、军民融合、应急、教育、养老等
产业前沿和发展趋势。

成成果最丰果最丰
四川的签约项目，

单体规模大、支柱产业多

西博会集中签约了一批投资合作
项目，共计 808个，总投资额 7883 亿
元；其中，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
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数字经济
等“5+1”产业体系项目357个，投资额
2840亿元，占签约总额近四成。

西博会是西部地区开放合作的共
同平台，西部兄弟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均派代表团参展参会，参展
企业141家，展览面积2200余平方米，集
中展示西部地区的特色优势和投资机
遇。陕西、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等地，
分别举办专场投资推介会，集中推介优质
合作项目。签约投资金额523亿元。

本届西博会，各市州与省外、境外
投资者签约正式投资合作项目764个，
投资总额 7360 亿元，比上届增长
12%。这些项目单体规模大，项目平均
投资规模达 9.63 亿元，比上届增长
22.5%，其中30亿元以上项目约占签约
总额的47.5%；支柱产业吸金多，占签
约总额近四成，将促进我省加快构建具
有四川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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