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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赌博敛财”专项问题
新都区新民镇
发出320份《承诺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不组织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赌
博活动，不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
……”一条条承诺印发在《承诺书》上，在活
动现场，成都市新都区新民镇新民镇政府
的80余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现场签订了
承诺书，选择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2019年2月20日，“运动成都·幸福
新都”全运会在新民镇政府举行。镇纪委
结合四川省“赌博敛财”问题专项整治任
务，开展了“清风颂廉洁”宣传活动，引起
当地市民的广泛关注。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按照四川省委
和省纪委部署要求，自2019年2月起，成
都市在全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赌博敛财”问题专项整治。重
点针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在公务时间和
公务场所，或下基层调研和工作时，违规
打麻将、“炸金花”、打长牌、玩扑克等。

在专项整治中，镇纪委组织镇村所有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就不组织不参与任何
形式的赌博活动、不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
钱敛财、不为赌博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不
为赌博活动充当“保护伞”等作出承诺，并
记录在案。据统计，全镇制作并发出《承诺
书》共320余份，其中现场签订80余份，其
余部分将于2月22日全部签订完成。

成都首批36家
养老机构获星级认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想给老人
选间养老院却不放心服务质量？养老机
构星级评定或许能够提供参考。2月27
日下午，成都市星级养老机构授牌仪式在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举行，首批共36家养老
服务机构获星级认证。其中，五星级4家，
四星级6家，三星级9家，二星级17家（名
单见图片）。

授牌仪式上，成都市民政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在成
都属首次，旨在推进养老行业规范化、标
准化建设。

今后，成都将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养老
机构星级评定，有资质的养老机构可在所
属市（区、县）的民政局申请。评定结果有
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评委会将动态抽
查，养老机构也可以申请晋级评定，星级
随抽查结果调整变动。

3年时间逆袭到“C位”
为练习唱腔反复听录音

彭州市西郊小学是成都市川剧
特色学校，每周四下午都有专业的川
剧老师来教同学们学习川剧。肖诗
胤因从小学习中国舞，凭借良好的舞
蹈基础，小学二年级时便被学校川剧
团老师选中。

“肖诗胤刚开始不太拔尖，四年
级时排《红色娘子军》的时候才注意
到她，因表演出色，后来她就一直演
主角了。”西郊小学教导副主任张勇
说，川剧表演的基本功很重要，一般
要三至四年才能把学生们培养出来，

“但像肖诗胤这样有灵气的学生少，
她不仅动作到位，演绎得也恰到好
处。”

事实上，为了走到舞台中央，肖
诗胤下了一番苦功夫。除了在课堂
上练习基本功外，她在家里也没有停
止学习。“为了练习唱腔，妈妈让老师

把标准的音调发到微信上，我就一遍
遍地听，再把自己练习的声音录下
来，与老师的发音进行对比，慢慢让
自己的唱腔做到标准。”肖诗胤说，她
也曾因为练习基本功太苦，哭着说过
放弃，最后在妈妈和老师的鼓励下坚
持了下来。

“考虑到剧目太难，有时老师会
给我讲解每个曲目的故事，我学起来
就容易很多。”肖诗胤说。

屡次登上国际舞台
长大后想当川剧老师

今年是肖诗胤学习川剧的第五
个年头，目前她已经参演了《拾玉镯》
《盗仙草》《送行》《红色娘子军》《贵妃
醉酒》等许多经典剧目。她不仅自己
学川剧，还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学，经
常为同学们解答表演中的难点。

她也成为成都市惠民演出中的
常客，还频频登上国际舞台。2018

年6月25日，在摩洛哥非斯举办的
第24届非斯国际音乐节上，肖诗胤
和同学们登台表演，给各国观众带
来了《拾玉镯》《贵妃醉酒》《滚灯》
《俏花旦》等正宗的川剧折子戏。肖
诗胤在《拾玉镯》中扮演主角，虽然
年纪小但没有丝毫怯场，自然大方
的表演、优美的唱腔获得许多外国
友人点赞。

辛苦的付出也收获了一大波荣
誉。2016年，她展演的作品《拾玉
镯》《花雅禅》获奥地利欧洲中国艺术
节“优秀团员奖”；2017年，参加四川
省第三届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演
获一等奖；2018年，参加四川省第七
届少儿新春联欢会，荣获“优秀小演
员”称号。

如今，肖诗胤已是学校川剧团的
主角。她说，长大后自己也想当一名
川剧老师，教小孩子演川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诚信，贯穿生活中的大小事，也是一个城市的公德底线。地铁逃票、诈捐、电信诈骗……这些失信行为，不仅可
耻，也将受到联合惩戒。

2月27日，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公布了日前通过的《成都市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成都市将建立健全
个人诚信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个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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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年底
实现社会信用代码全覆盖

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方
案》进行了解读。成都市将加快推进
以公民身份号码制度为基础的公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加快居民
身份证指纹信息采集和个人信息更
新，进一步提高居民身份证信息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到2019年底，实现公
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全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市还要建立
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这些领域包
括：食品药品、安全生产、中介服务、会
展广告、公共资源交易、教育科研、旅
游服务、互联网应用及服务、消防安
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生物安全、产
品质量、税收缴纳、医疗卫生、劳动保
障、工程项目建设、房产交易、金融服
务、知识产权、司法诉讼、电子商务、志
愿服务、慈善捐助、体育竞技、文化娱
乐、征信服务、企业登记代理中介等。
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和动态
更新机制，及时归集和更新有关人员
在相关活动中形成的诚信信息，并推
送至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鼓励并引
导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建立健
全会员信用档案。

打通共享通道
公共信用信息可共享查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成都市将探索建立个人公共信用
信息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共

享关系。逐步整合公民个人公共信用
信息、行业协会商会等行业组织所采
集的个人市场信用信息等，实现个人
信用信息记录全覆盖。逐步建立跨区
域、跨部门、跨行业的个人公共信用信
息互联、互通、互查机制。实现与全
国、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个人信用
信息交换共享，打通与区（市）县平台
的信用信息共享通道。依法畅通公共
信用信息的公开渠道，依法依规开放
公共信用信息共享查询。

同时，依法依规开展向社会提供
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授权查询服务，各
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要积极在行政
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查询使用个人信用
信息，率先在积分落户、职称评定、表
彰评优、人事考试、干部选拔任职、特
殊行业入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以
及出国旅游、乘坐高铁和飞机等方面，
查询和应用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做到
应查必查。

在探索建立个人信用分制度方
面，推进个人信用管理平台建设，以
市个人公共信用信息为基础，综合处
理分析个人信用数据、行业数据、市
场数据等多种数据，建立健全个人信
用信息综合评价指标和数据分析模
型，研究开发个人信用分。积极推动
个人信用分在社会保障、公共交通、
教育、科研、金融、医疗卫生、身份识
别等领域的应用，探索以“市民诚信
卡”为个人信用分和信用信息的载
体，逐步拓展其应用场景，提升个人
信用意识。

隐私泄露，骚扰电话防不胜防，这
让不少市民头疼。成都日前出台的
《成都市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对此进行了约束。

成都市将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个
人信息记录、归集、交换、使用、安全保
障等制度，明确个人信息查询使用权
限和程序。加强对个人公共信用基础
数据库的安全防护，建立完善个人公
共信用信息查询使用登记和审查制

度，防止信息泄露。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加大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征信机构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
力度，确保个人征信业务合规开展，保
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确保国家信息
安全。

2019年底前，按照国家和省上相
关标准，落实征信机构及相关人员违
规经营“黑名单”制度。

同时，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成

都市将严格按照目录采集个人公共信
用信息，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采集
个人公共信用信息。加快建立健全行
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
（以下简称“双公示”）保密审查制度，
严格个人信用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确
保“双公示”信息不涉及个人隐私。加
大对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非法向
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以及非法窃取个
人信息等行为的查处惩治力度。对市

内金融机构、征信机构、互联网企业、
大数据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移动应
用程序开发企业实施重点监控，督促
其依法开展个人信息采集和应用。

那么，市民发现个人公共信用信
息有出入，应该怎么办？成都市还将
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建立个人公共信
用信息纠错、修复机制，制定异议处
理、投诉、行政复议等管理制度及操作
细则。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双公示”

工作的有关部署，明确个人各类公共
信用信息展示期限，不再展示和使用
超过期限的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畅通
信用修复渠道，丰富信用修复方式，探
索通过事后主动履约、申请延期、自主
解释等方式减少失信损失，制定通过
按时履约、志愿服务、慈善捐助等方式
修复信用的管理办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实习生 邱静静

地铁逃票、诈捐、骗婚……
这些失信行为将受到联合惩戒

成都探索“市民诚信卡”建设
严管重点领域
失信个人将受到联合惩戒

“成都市将依法依规加大对严重危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
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
序、拒不履行法定义务严重影响司法机
关和行政机关公信力，以及拒不履行国
防义务等个人严重失信行为的信息归
集力度，采取联合惩戒措施。”成都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人士介绍，成都市
将恶意逃废债务、骗取财政资金、围标
串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弄虚作假骗
取企业登记、行贿受贿、非法集资、电信
诈骗、网络欺诈、金融欺诈、新闻欺诈、
骗取公证书、交通违法、统计严重失信、
不依法诚信纳税、诈捐、骗取婚姻登记、
骗取就业创业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险基
金、环保领域严重违法、电子商务领域
严重违法、违建拆除失信、违规倾倒建
筑垃圾、地铁逃票等严重失信个人列为
重点监管对象，提高随机抽查的比例和
频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
措施。

在对失信企事业单位进行联合惩
戒的同时，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相应的联合惩
戒措施，将联合惩戒措施落实到人。
鼓励将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
征信机构采集的个人在市场经济活
动中产生的严重失信记录推送至市
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作为实施信用惩
戒措施的参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实习生邱静静

完善查询审查制度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彭州女孩肖诗胤：
把川剧演到国际舞台上

铿锵的音乐声中，身
着红衣的肖诗胤走
上 舞 台 ，举 手 投 足
间，重现了红色娘子

军英姿飒爽的风采。走下舞
台，换上日常衣装，她又回归小
女孩的纯真与可爱，与小伙伴
一起玩耍打闹，偶尔也会向家
人卖萌撒娇。

在彭州市西郊小学，才上六
年级的肖诗胤已经小有名气。
她不仅表演过《红色娘子军》《拾
玉镯》《拦马》《盗仙草》等经典剧
目，还屡次登上国际舞台与世界
级音乐大师同台表演。见过她
川剧表演的观众曾评价：“能感
受到她是属于戏曲舞台上的人，
动作和眼神不仅到位，还传神。”

2018 年 10 月，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平台发起寻找百名“中
国好少年”大型公益活动，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作为四川唯一
合作媒体，在四川寻找10位“中
国好少年”，讲述他们的故事，关
注他们的成长。肖诗胤由此进
入我们的视野。

舞台上的肖诗胤。 生活中的肖诗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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