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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统筹城乡发展局：
三步工作法架设防腐“高压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为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着力巩固拓
展源头治理预防腐败工作成果，持续
推进防治“四风”和腐败问题，成都高
新区统筹城乡发展局坚持党的领导，
通过三步助廉打赢脱贫攻坚战。

细化权力清单，摸清运行底数。
高新区统筹城乡发展局在巩固2018
年治理成果基础上，依据“三定”方案
和行政审批事项，对所分管或负责的
领域内“权力清单”涉及的各类问题
做系统思考，围绕权力运行的关键岗

位和重点环节，进行权力运行流程的
梳理和优化，编制权力运行流程图，
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有程序
规定，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权力行使
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同时，以三定方案为出发点，全
员参与，梳理排查廉政风险点，梳理
得到113个风险点、制定120条防控
措施，固化形成廉政风险防控手册，
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岗位权力运行的
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确保市级、区级
廉政风险专项防控项目取得实效。

强化内控管理，扎牢制度笼子。
统筹城乡发展局建立了扶贫工作联
席会议、扶贫工作督查督办和扶贫信
息报送3项扶贫工作管理制度；逐步
完善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扶
贫资金及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11项
财务制度，健全“三重一大”决策机
制、采购管理制度等53项内控制度。
切实实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
结合内控相关工作要求，厘清各项权
力事项的责任主体、条件、程序和防
控措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把握
工作中的风险点，进一步强化防范预
防措施，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始终
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廉政“防火
墙”。11月27日，高新区网络理政办
主要负责人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召开
党风廉政专题讨论会暨主要领导讲
廉政党课活动。

会上，就近期工作中廉洁自律情
落实况进行汇报，并集中讨论分析了
工作中的风险点及防范措施。网络
理政办主要负责人从职责风险、纪律

风险等方面强调廉洁的重要性，并着
重强调比选、招投标过程一定要规范
程序，严守底线，公开公正。同时根
据各业务处室近期的具体工作内容，
强调党风廉政风险点，对今后工作提
出三点要求。

首先，要认真贯彻国家、省、市级
纪委及高新区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的要求，认真遵守党纪政纪，贯彻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
规。严格遵守上级党委关于廉洁自
律的相关规定，坚持履行“一岗双

责”，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纪律风险，将反腐倡廉、勤政廉政教
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

其次，要结合工作职责，明确党
风廉政风险点，要求大家牢固树立责
任意识、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严格
履行工作职责。

最后，要严格遵守项目建设相关
技术标准，履行比选、招投标规范流
程，强化监督考核和问责机制，严守
工作底线，避免自由裁量，杜绝以权
谋私。

成都高新区网络理政办：
强调提前预防 筑牢廉政“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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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及川南局部城市为轻至中度
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局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4时）
AQI指数 152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雅安
良：巴中、绵阳、广安、资阳、内江、攀枝
花、广元
轻度污染：遂宁、宜宾、乐山、达州、自
贡、南充
中度污染：泸州、德阳、眉山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9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 19141 期全国销售
300500952 元。开奖号码：02、10、20、
21、35、01、12。本期一等奖基本3注，单
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
基本 135 注，单注奖金 378250 元，追加
31注，单注奖金302600元。三等奖296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
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
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1655481325.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329 期 全 国 销 售
17268566元。开奖号码：412。直选全
国中奖 3983（四川 240）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
国中奖9463（四川637）注，单注奖金173
元。19891633.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329 期 全 国 销 售
11171788元。开奖号码：41227。一等
奖 15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8373835.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71 期全国销售
2096695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13030100131，一等奖全国中奖0注，
二等奖全国中奖42（四川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71期全国销
售 2049631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013030100131，全国中奖385（四川14）
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83期
全 国 销 售 48056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1330113300，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88期全国销售
887678元。开奖号码：13211222，全国中
奖158（四川9）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2月
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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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铿：

川企全球化成长需要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主
办的“榜样中国·2019四
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评选活动火热进行中，五大榜单为
四川经济界评选年度影响力人物、
事件、企业、园区等。

多个榜单前列，都有蓝光控股
集团的身影。这背后是蓝光控股集
团董事局主席杨铿带领干下的一桩
桩大事：蓝光集团形成“上海+成都”
双总部运行模式，书写“川企出川征
天下”的又一蓝本；旗下蓝光嘉宝服
务港股上市成为西南物业第一股，
彰显四川企业勇立潮头的眼界和胆
魄。这一年，在房产行业整体融资
渠道收紧和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
杨铿带领的蓝光依旧保持着较高的
复合增长率。

杨铿身为蓝光掌舵者、民营企
业家，他带领的蓝光是如何总结
2019、布局2020甚至下一个五年、
十年？

12 月 3 日，蓝光集团成都总
部，金黄的银杏延绵数公里，伴随着
初冬的暖阳，杨铿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的采访。值得一提的
是，这也是蓝光形成双总部运营模
式后杨铿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谈营商环境
四川民营企业信心提振

过去一年，杨铿多次以民营
企业家代表身份参加四川民营经
济座谈会。四川营商环境的改
进，让他感受颇深。

“四川这几年非常重视营商
环境，无论是去年11月推出‘民
营经济20条’，还是建立联系重
点民营企业机制，都体现政府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民营企业
家成长、营商环境，让企业切实
感受到四川政府的重视。”杨铿
表示，政府联系重点企业机制
建立，民营企业遇到问题有地
方去反映。更深层次来说，它
的示范性远远强于本身的政企
联系，标志着政府对民营企业
生存环境的高度关注，说明政
府有政策、有措施、有办法去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提振了民营
企业家信心。

谈时势变局
传统产业要发展必须变革

政府关注和支持是民营企业
发展的强心剂，但杨铿直言，即将

结束的2019年对民营企业是考
验严酷的一年。但机遇永远与挑
战并存，在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下，
杨铿认为企业的首要任务还是做
好实业。

“仅蓝光的建筑工地，就为20
万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杨铿
透露，以蓝光所在房地产行业为
例，作为经济几大支柱产业之一，
房地产带动着近80个相关制造
行业，拉动着众多就业。

做好实业，企业就有了生存
之基，接下来就是谋求发展。经
过29载发展和沉淀，如今蓝光高
度聚焦住宅地产开发，高度聚焦
现代服务业，将资本运作与实业
经营相结合，打造生态、文商旅、
材料设备、生命科技等成长性新
兴产业，按协同化、市场化、资本
化、科技化路径运作。

传统产业要发展，就要变
革。杨铿道出了其中的思路：

“对内，用数字化、数据化、智能
化推动管理变革；对外，用最有
竞争力的产品去突围，找到生
存发展的新路子，迎接市场变
化的挑战。想要全国化，就要
精总部、强区域、减冗员，让产
品更好。”

有了措施和方法，企业才能
脱颖而出，在艰苦环境中依然有
发展和提升。对于今年蓝光的发
展，杨铿笑着说：“时势造英雄，同
样的环境中很多企业搁浅了、倒
退了，但今年我们仍然保持较稳
定的增长。”

谈变革蓝本
嘉宝的未来很有想象空间

物业，本身是传统产业，在地
产人眼中更像打酱油的。蓝光为
何会在众多产业中重点布局物
业？杨铿解释，这其实是蓝光由
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一次涅
槃。

打酱油并不可笑。如果将物
业理解为传统服务业，行业中如
海底捞，用服务“捞”起了海底的
金子。

另一方面，用现代服务业去
理解蓝光嘉宝服务，则是在数字
化和大数据方面有独特能力的企
业。物业不仅仅是居家服务，也
包括体育场馆、高速公路等一般
性公共设施的服务。数字化、大
数据的物业服务，不仅提高了服
务效率，基于庞大的用户数据，更
是赋予了物业嫁接社区商业等附
加价值，“附加价值是一个大课
题，嘉宝的未来很有想象空间。”
杨铿说。

谈全球视野
有理想的企业应该走出去

凡事预则立。杨铿透露，全
国化乃至全球化是蓝光未来十年
的战略。作为从四川走出去的企
业，蓝光保留成都的总部，代表着
企业对四川的热爱。而未来的蓝
光，一定是全球化的蓝光，上海和
成都双总部运营是蓝光坚定推进
全国化战略的信号。H股的上

市，是蓝光走向全球的信号。
蓝光征天下，为四川企业出

川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对于未
来，除了深耕国内市场，杨铿豪
言，中国的民营企业只要有梦想，
应该走出去，布局全球。“地理空
间客观存在，企业的发展空间却
是自己给的，关键在于从认识市
场的位置和角度。企业站位越
高，保持战略清晰、眼界开阔，发
展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其中也包含着杨铿身为四
川企业家的自强。“四川民营企业
目前还没有世界500强，我希望
我们的新希望集团、通威集团、蓝
光集团等，多出几家世界五百强
企业。川企全球化成长，需要企
业走出四川。”

谈社会责任
希望蓝光薪火带动公益燎原

除蓝光掌舵人外，杨铿还有
多重身份。他是全国人大代表，
关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
民生焦点；他是四川省政府授予
的第二届“四川慈善奖”获得者。
这些都是出自他为社会做贡献的
责任感。

杨铿身上“公益”的标签一直
伴随着“低调”的特色，但是实际
上，在过去的29年里，仅可统计
的蓝光所做的各项慈善事业捐
款，就已累计超过3亿元，捐赠药
品物资价值超过4000万元，捐建
学校30余所，成立的“蓝光助学
基金”是中国房地产界最早获得
官方认可的助学基金之一。

在杨铿看来，企业家实际上
就是整合资源的人，企业的体量
决定了整合资源的多少。被称为
企业家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神圣
的使命，解决就业、提供好的产
品、缴纳税收，都是企业自身发展
过程中法律规定的应尽责任。在
此之外，企业家还应承担起社会
责任，援助贫困地区、贫困学生的
公益行为不仅对社会有益，也体
现了企业家本身的价值。

或许，在蓝光刚成立时，这颗
善行天下的种子，就已经发芽。

“众人拾柴火焰高。”杨铿一直
希望个人和企业的善举，永远只是
茫茫公益中的一粒微尘，希望这点
点薪火举动，能带动更多企业和个
人加入到慈善行列中来。

深刻总结2019年，是对传统产业严酷考验的一年。在市
场变化和政策调控下，企业纷纷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所谓时势
造英雄，有的企业搁浅、倒退，蓝光却依然取得了发展。上海、
成都双总部的全国化进程，蓝光嘉宝服务港股上市的企业现代
化进程，都标志着集团的蜕变，我称之为“涅槃”。

——杨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林建平 摄影 刘陈平

由

11月30日，星期六。当大多数
人都在陪伴家人，享受周末闲暇时光
时，广元市剑阁县龙源镇村干部、驻
村工作队全体队员奔波在龙源山间
的扶贫路上。

这天，龙源镇党委书记雍松涛和
往常一样带着镇人社所干部牛振，吃
完午饭，便深入龙源镇最边远的七宝
村督促脱贫攻坚工作。在和村组干
部、第一书记交流完重点工作后，当
日下午2时许，由牛振驾车，赶往文
笔村参加贫困户政策宣讲会。由于
才下过雨，车辆在行至当地小地名帽
火山附近一处反向大转弯时，翻车坠
下山崖。

事发后经交警部门测量，车辆滑
行了23米，失控坠下了14米高崖。

车坠下山崖后，七宝村第一书记
李碧鑫第一时间将雍松涛等送往县
医院救治。经各项检查以及专家会
诊，目前两人被诊断为轻型颅脑损
伤，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情况较稳
定，需进一步观察。

“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躺在

剑阁县人民医院骨科病床上的雍松
涛回忆，车子在转弯进入下坡路时，
道路较窄，车滑行一段距离后翻滚了
下去。

“在翻滚撞击中，短暂失去了意
识。醒来时，发现车已掉落到十多米
悬崖下。”悬吊在车中，雍松涛第一反
应就是爬出车外。由于车在掉落中
发生了翻滚，驾驶门、副驾驶门都已
变形，从里面打不开，两人随后从后

门爬出来。雍松涛说，幸好手机在衣
兜里，拨打了李碧鑫电话求救。

龙源镇地处剑阁县中部，2014
年识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78 户
2511人，贫困发生率15.72%；识别
贫困村4个，目前，贫困人口自然增
减动态调整，该镇现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869户2381人，贫困程度深，任
务艰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龙源镇
采用“长短结合”方式大力发展起猕

猴桃、中药材、羊肚菌、花椒等支柱产
业，带动贫困群众致富奔康。

自出事以来，雍松涛的手机不时
响起，有不少是陌生号码，都是询问
他和牛振伤情的，更有贫困户专程前
往医院看望他们。

事发当天下午，剑阁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世忠第一时间作出指示，
要求医院全力以赴做好救治工作，对
两人在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和自身岗
位上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
望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放下工
作，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同时，
专门委派龙源镇挂联县领导县政府
副县长、县公安局长罗宏前往医院代
表县委县政府看望慰问。

当前，剑阁县正处于脱贫攻坚接
受省评估验收关键时期，躺在病床上
的雍松涛，一刻也没闲着，时刻关注着
全镇上下工作进展情况。“关键时刻，
不能掉链子。希望早点出院，早日投
入脱贫攻坚的工作中。”雍松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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