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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
红）成都高新公证处在成都高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政法委）
领导下，立足成都公证行业发展
实际，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创新
优化管理机制、强化党风廉政建
设，走出了一条维护和增强公证
公信力的发展路径。

坚持责任到人，正作风、控风
险。高新公证处将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落实到每个
公证人员身上，以“三个强化”为
手段，全面落实“崇法、尚信、守
正、求真”的公证执业理念。强化
执业监督，通过实时监督检查，切
实严防违规收费、违规办证现
象。强化教育警示，出台员工工
作规范和行为准则，加强廉政教
育、狠抓作风建设。强化年度考
核，将公证人员廉政表现纳入年
度目标考核，凡有违反廉洁规定
者一律不得评优，实行一票否决
制，并进行严肃处理。

坚持多方监督，铸公信、促发
展。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
公室（政法委）积极履行监管职
能，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公证业务
检查组，通过看、谈、查、访等方
式，对公证质量、投诉响应等不定
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限期整改，并在公证处内部
成立廉政与行风建设检查监督小
组，对公证人员作风纪律进行现
场检查，同时公示投诉电话，设置
投诉建议信箱，接受社会监督，优
化公证服务，打造让群众满意的
公证机构。

华西都市报讯（陈燕 记者 秦
怡）今年以来，蒲江县长秋乡多措
并举，以案明纪，让党员干部举一
反三、引为镜鉴。

靶向筛选案例，充实完善案
例库。密切关注廉政风险岗位，
紧密围绕“规范‘微权力’治理‘微
腐败’”、“不作为及‘懒散拖’专项
整治”、“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等工
作重点，认真对照本乡“三重一
大”事项、“一卡通”发放、“三务”
公开等实际情况，搜集筛选典型
违法违纪案例，充实党员干部警
示教育案例库。

统筹案例资源，开展专题活
动。以“每月一课”的形式，常态
化组织干部职工观看警示教育
片；分层分类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廉政风险岗位同志到成佳“茶
文化”廉洁教育基地、三县衙门等
廉政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同
时，结合党的十九大创新开展“以
案为鉴 转变作风”主题沙龙座谈
活动，围绕干部作风、制度建设、
重点工作推进等方面开展热烈讨
论，建立问题台账和管理台账，健
全完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

坚持警钟常鸣，深入开展“回
头看”。针对年初述职述廉开展

“回头看”，采取党委书记同班子
成员、村总党支书记谈，乡长同班
子成员、村主任谈，班子成员同分
管办（所）负责人、联系村干部谈
的方式，对照清单查看整改效果，
实现销账式管理；乡纪委严格开
展对受处分党员的关心关爱工
作，对线索梳理、案件查办开展

“回头看”，详细了解受处分党员
生产生活情况的同时，开展关心
教育工作，为全乡各项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
岭）今年以来，成都市青白江区教
育局紧盯学校基础维修工程、学
校采购等腐败问题易发薄弱环
节，探索创新专家监督、纪检监
察、自身监督三模式，提升监督合
力，打造基建维修廉洁工程。

据悉，青白江区教育局采取
学校推荐、综合评价等方式，遴选
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认
真负责的从事学校后勤总务工作
人员、学校建筑专业教师，组成教
育系统基建维修专家小组。并制
订《青白江区教育系统基建维修
工程专家小组工作职责及流程》，
明确在项目可行性论证、设计审
核、预算审核、图纸会审、竣工验
收等流程进行指导和监督。积极
发挥纪检监察力量，通过修订《成
都市青白江区学校校舍维修及零
星添建工程管理办法》，制订《青
白江区学校校舍维修及零星添建
工程随机抽取确定中选人操作规
程（试行）》，明确项目实施要求和
违规责任。在抽取资格评审专家
和投标中选人时，纪检人员、投标
人、采购人都必须到场，纪检监察
人员全程参与监督，确保建设方
选择程序公平公正。截至目前，
共实施基建维修项目28个，均无
违纪违规现象发生。

与此同时，区教育组还在项
目实施中，一律实行分组分段交
叉监管，全程进行避嫌。将基建
维修专家小组随机分为两组，分
别负责学校不同的基建维修项
目，并在施工前、施工后分别交由
不同的组进行交叉监管。今年以
来，共开展监督检查10次，发现
并提前化解问题4个，提出廉政
建设意见建议6个，暂未发现工
程领域腐败问题案件。

连环发问，玄机无处隐藏

带着疑问，县纪委干部随即对新黄村
党支部书记冯世宽、村委会主任王建明进
行谈话。

“这张5462元的白条是不是全部用于
购买鸡苗?”

“是的，都用到泸州买乌骨鸡苗了。”冯
世宽和王建明都一口咬定。

“一只成年乌骨鸡市面售价才150元
不到，鸡苗怎么会这么贵，是不是报销了其
他费用？是不是还报销了个人支出？”调查
人员严肃问道，冯世宽和王建明顿时语塞，
神情变得紧张起来。

“这笔账里面还有几张门票钱。”在巨
大的精神压力下，王建明透露了一些信
息。

“什么门票?”在纪检监察干部一连追
问下，两人自知无法自圆其说，不得不交代
了事情原由。

水落石出，违纪后果自负

原来，为丰富青堤乡新黄村电商平台
产品种类，实现贫困户稳定增收，经青堤
乡党委决定，2016年6月11日下午，乡党
委委员、副乡长、武装部长刘天来带领冯
世宽、王建明等人到泸州市合江县考察
乌骨鸡（黑鸡）品种和养殖技术。次日，
因先前对接的合江县乌骨鸡养殖户临时
联系不上，刘天来、冯世宽、王建明便与
当地朋友一行9人到邻近的贵州省赤水
市四洞沟景区游玩，期间，冯世宽购买了
一条硬盒中华牌香烟，分发给随行几
人。6月13日，刘天来等人考察乌骨鸡品
种和养殖技术，同时购买了20只鸡苗后
返回射洪县，此间产生的费用由冯世宽个
人先行垫付。

按规定，村财务支出需由村民主理财
小组集体商议决定，凭正规发票和相关费
用明细报销单据，再经村民主理财小组成

员签字确认，报请审核后支款报销。
冯世宽考虑到去四洞沟景区旅游以及

购买香烟的费用不能入账，便以“打白条”
的形式从村办公经费中报销了一笔共计
5462元到合江县购买鸡苗的费用，以求蒙
混过关，其中包含到四洞沟景区旅游产生
的门票、餐饮、观光车以及购买香烟的费用
合计1710元，其余3752元系到合江县考察
时产生的交通费、部分住宿费和购买鸡苗
等费用。

随即，县纪委干部来到青堤乡政府向
刘天来了解事情经过，刘天来承认了借公
务差旅之机到贵州省赤水市四洞沟景区旅
游的事实，并及时清退了相关费用。

2018年9月，射洪县纪委给予刘天来、
冯世宽、王建明等3名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并责令三人按要求清退公款旅游费用1710
元。

（刘天来、冯世宽、王建明均为化名）

一一点名受表彰者
市委书记认定为全市学习榜样

12月5日，表扬大会上，30名干部
胸戴大红花接受表彰。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这30人中有来自
乡镇的党委书记、部门科室的科长，也有
县委副书记。

资阳市委书记陈吉明说，30名受表
扬干部经过层层推荐、集体研究决定，来
自资阳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是全市党
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奋进的标杆。

在讲话中，陈吉明一一点到受表扬
的干部，并简述他们的事迹，这与以往表
彰大会大为不同。陈吉明说，当前，资阳
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很大，新兴产业壮
大、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仍然很重，脱贫
攻坚、污染防治、社会治理等方面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资阳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
动的积极因素，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
慧力量，加快推进资阳改革发展各项事
业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资阳设
地建市20周年，资阳涌现出了一大批敢
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先进典型，此次受表
扬的30名干部是其中的代表。“隆重表
扬他们，就是要为大家树立身边的标杆
和榜样，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
学习。”陈吉明说。

以此形成用人导向
让敢于担当的干部有舞台

2018年7月，资阳出台激励干部干
事创业“22条措施”。不到半年，资阳于
全省率先表彰敢于担当的干部，释放了
用人取向上的重要信号。

陈吉明说，资阳鲜明提出聚焦“成渝
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发展定位，而
实现美好蓝图，关键靠干部，关键要干部
担当作为。

“要鲜明用人导向，让敢于担当善于
作为干部有舞台。”陈吉明说，对那些任
劳任怨、扛得重活、打得硬仗的干部，那
些面对关键时刻、重大任务豁得出去、冲
得上去的干部，要大胆提拔重用，决不能
让他们受到冷落和埋没。

陈吉明还说到，对犯了错误的干部，
不能不问“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凡
是在敢闯敢试过程中出现失误错误的，
只要符合容错纠错有关规定，组织上一
定旗帜鲜明容错纠错，让党员干部放开
胆子、甩开膀子，尽情地干、豪迈地干！
当干部埋头苦干、业绩突出却因风气不
正而被排挤冷落时，当干部因不实举报
受到委屈、被人误解时，组织上一定站出
来说公道话，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

资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宇也
提出，必须打破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惯性，
让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就是要摘那些庸
官、懒官、太平官的“帽子”，给愿作为、善
作为、有作为的干部腾“位子”。

资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王海波则表示，在强调鼓励创新、激励
担当、容许试错、宽容失误的同时，要坚决
防止混淆问题性质，拿容错当“保护伞”，搞
纪律“松绑”、作风“减压”。对胡干蛮干、肆
意妄为的干部，对给了舞台不唱戏、站着位
子不作为的干部，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
干部，决不纵容、决不姑息、决不手软。

听了资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郑贵的事迹，市委书记陈吉明称他

“事业在上、亲人在心”，以坚强的毅力和
铁的肩膀扛起事业和家庭双重责任。

郑贵也有个雅号叫“郑稳当”，他在人
社局分管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工资福利、人事考试、就业创业、农
劳工作、劳动能力和职业技能鉴定等，
共7个科室。近5年，郑勇牵头市人社
局组织 103 项次考试，13万余人次参
考，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实现了“零失
误”“零差错”。

2017年10月全国造价工程师资格
考试期间，郑贵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电
话中说到自己的一个亲戚这次考试利
用手机作弊被当场查获，按照相关规定

将被给予记入五年诚信档案记录的处
罚，要求关照。郑贵诚恳地说：“纪律规
矩摆在那里，对每位考生来讲都是公平
的，不是我不帮你，而是帮不了你。”事
后，考试机构对该考生违纪事实进行了
严肃查处。

郑贵80多岁的母亲身患癌症，生活
不能自理。2016年4月，郑贵80多岁的
老父亲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父亲在成
都住院期间，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与姊妹
协商，让他们白天值守照料，自己通宵照
顾父亲。2017年11月，妻子身患肺癌，
在华西医院手术。当时正值全市公务员
招录考生面试资格复审和筹备面试考务
工作关键时期。他守着妻子做完手术
后，便一头扑进了工作中。

人社干部郑贵
白天忙工作

晚上通宵照顾脑溢血父亲

郑贵（中）。

资阳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雁
江区莲花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峰不苟言
笑，又常常眉头紧锁，执法中给人的印象
是铁面无私，“冷得可怕”。

2016 年，资阳启动城北棚户区改
造，但是群众戏称：“北改，白改哦!”

“棚改”不仅是拆迁问题，更是社会
治理、民心向背问题。资阳“北改”项目
是一块“硬骨头”，杨峰决定啃下这块“硬
骨头”。他挨家挨户走访，两个月下来瘦
了10多斤，换来的是农房签约2152户。
2018年，已经实现交房率97%，创造了
资阳城区单体量最大拆迁项目“新速
度”。

担任资阳市城管局副局长后，拆违
治违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又一块“硬骨
头”。有经验的老同事劝他说，“这个事
情10年搞了2次集中大整治，效果都不
太好，太认真了谨防把自己陷进去哦。”

他跑遍了城区主次干道和背街小

巷，找了120多户违建业主一对一摆龙
门阵，和上千名群众面对面座谈，花了近
三个月时间，将全市违建情况“了然于
胸”。2017年12月25日，沱一桥“咽喉
处”盘踞近10年之久的4户“钉子户”旧
房轰然倒下，城区拆违治违、依法强拆工
作打开缺口。一年多来，资阳已拆除城
区违建1544处29.9万平米。

杨峰也有柔情的一面，莲花街道辖
区的居民暗地评价他是一个“暖男”。
2016年6月，家乐福商圈步行街，推着三
轮车卖牛肉面的张家夫妇拉着正在执法
的杨峰说：“我摊子上还有这么多臊子，
马上让我收摊，我赔不起啊。”杨峰皱着
眉头，将牛肉全买了。

在城管局上班后，杨峰买过鸡鸭、肉
蛋、各种菜，每当看到杨峰大包小包拎回
家的鸡鸭鱼肉，丈母娘就知道，这个从来
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的女婿，准是又去
市场执法了。

铁面无私杨峰
拆迁一线跑两月

创造城区拆迁项目新速度

杨峰（右二）

乐至县委副书记刘建华是受表彰干
部中职位较高的，他今年43岁，曾在乡
镇教过书，走上公务员岗位后，同事多称
他“拼命三郎”。

2017年，受县委安排，刘建华毅然
挑起了中央环保督察的迎检准备工作。
有干部提醒：“环保督察只是一阵风，你
莫整凶了哦。”他听后只是淡然一笑。凌
晨5点，他就起来研究《水污染防治法》，
并现场给当地干部群众“上课”。随后一
段时间，他带领干部迅速摸清了全县环
保现状：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大部分
养殖企业环保设施落后，没有达到排放
标准；业主多为本地人，社会关系复杂，

对整改要求置若罔闻。
面对困难，刘建华没有退缩，反复思

量后，决定采取以点带面、逐个突破方
式，集中整治几个典型形成震慑。面对
利益受损，有业主半夜给他打电话、发短
信，“刘书记，希望你给个面子，不要把事
做绝了，对谁都不好。”

对此，刘建华对涉及污染的企业该停
业的停业、该整顿的整顿。最终，他用铁
腕治污促进了全县养殖业的规范化发展，
用责任与担当守护了乐至的碧水蓝天。
在他的带领下，乐至县还成功创建为西南
地区唯一的国家级林业科技示范园。

拼命三郎刘建华
铁腕治污

创建国家级林业科技示范园

刘建华（右二）。

资阳表彰30名干部 形成鲜明用人导向

市委书记陈吉明：
决不让勇于担当的干部被冷落和埋没

省纪委监委披露射洪县一起典型案例

借“鸡”旅游
费用算在鸡身上一只鸡苗27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牛建平

12月5日，省纪委监委对外
披露了一个典型案例：遂宁市射
洪县，有人“巧借”公务活动之机
旅游，费用算在鸡身上，一只鸡苗
价格高达270元。

今年4月，射洪县纪委聚焦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启动
脱贫攻坚领域“清淤护航”专项治
理行动。纪检监察干部在翻查青
堤乡新黄村“村三务”资料时，发
现了一张5462元的白条，账目上
显示5462元全部用于购买20只
鸡苗，且无发票清单。

“平均算下来，购买一只鸡苗
需要273元，怎么会有这么贵的
鸡苗，这笔账肯定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王祥龙 摄影报道

12月5日，资阳市举行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先进典型表扬大会，对30名敢
于担当、善于作为的干部进行表彰。目
前，此举在全省较为少见。

表扬会上，资阳市委书记陈吉明说，
这些先进典型是全市党员干部学习的榜
样，资阳要形成鲜明用人导向，让敢于担
当、善于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决不能让
他们受到冷落和埋没！”

成都高新公证处
党风廉政建设见实效

蒲江县长秋乡
多措并举落实以案明纪

青白江区教育局
打造基建维修廉洁工程

他们为何
从资阳万余公务员中

脱颖而出

12月5日，资阳市前所未有对30名敢于担
当的干部进行表彰，他们有着怎样的特殊经
历，为何从全市1万余名公务员中脱颖而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新闻记者采访时发现，
他们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动情的故事。

12月5日，资阳市举行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先进典型表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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