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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开新局
2015年上半年，省上巡

视万源，一些问题浮出水
面，特别是基层“微腐败”比
较突出，群众意见和舆论压
力都很大。全市的大部分
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着“怕干
事 、不 愿 干 事 ”的 心 理 负
担。对此，万源市委牵头成
立专项督察组，“采取不发
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不用陪同、直奔主题、直面
群众‘四不两直’的方式，对
各地各部门履职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着力发现真实问
题，倒逼责任落实。”迄今，
万源市已经组建起市、乡、
村“三级”监督员队伍，实现
了网络全覆盖。

针对基层村务不公开、
群众不知情、信息不对称，
以及由此滋生“微腐败”困
局，万源纪委在全市 411 个
村（社区）推行“阳光村务”，
把村务公开搬上网络和电
视，让村民在手机和电视
上，就可以掌握村里方方面
面的情况。由此，该市在困
难中打开了监督执纪新局
面。

巧用妙招破坚冰
2017年春节后，阳光村

务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效，万源市委在极力探索一
条整治“微腐败”的路子。
万源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董代春记忆
犹新，当“清源行动”推行至
4 月，多数问题干部却仍然
在等待观望。

如何破冰成为一大难
题。市委经过反复研究决
定充分发挥市委巡察力量
的作用。通过摸排，巡察办
发现白羊乡纪委 2016 年执
纪审查为“零”，但该乡群众
信访举报不断。巡查发现
大量问题线索。巡察人员
召集该乡党员干部开大会、
讲政策，让他们主动交代违
纪问题。随后，万源市纪委
又与该乡党委书记谈心谈
话，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结
果当天就有7名村组干部主
动交代了侵占惠民资金6万
余元的问题。

事不宜迟，市纪委马上
组织力量进行调查处置，然

后在全市进行通报，兑现组
织 承 诺 。 一 石 激 起 千 层
浪。“清源行动”很快在全市
形成破竹之势。截至目前，
万源市共有267名党员干部
主动说清问题，上交违纪款
304 万元。针对违纪款，万
源市纪委汇同相关职能部
门召开多场涉案民生资金
公开清退会，现场将 120 余
万 元 违 纪 款 退 还 给 当 事
人。通过开大会退钱的形
式 ，让 群 众 享 受 反 腐“ 红
利”。

正本清源巧拿捏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八

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精
神，整治“微腐败”的“清源
行动”在万源持续推进。此
间，该市先采取措施摸查了
解情况，再给各单位党组织
传递压力，做到千钧重担人
人挑，然后引导基层党员干
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并主
动上缴违纪款物。同时，针
对党员干部交代的违纪问
题，万源市也做到了制度先
行，形成了一套处理办法，
效果明显。

在处理违纪干部时，万
源市注重把握“党的十八大
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后”三个时间节点，坚持越
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
不仅如此，还注重区分违纪
问题性质、注重结合群众口
碑、注重考虑对象特点、注重
考量认错态度，对于主动说
清问题、主动上交违纪所得、
主动挽回经济损失或消除不
良影响、主动做出深刻检讨
的，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对
于心存侥幸，交代问题藏头
露尾、避重就轻、欺骗组织，
甚至对抗组织审查的，则从
重从严处理。这些分寸拿捏
均十分妥帖。

成效显著赢民心
2003 年 至 2016 年 期

间，万源市罐坝乡某村主任
王某，一直冒领该村死亡村
民肖某的生态公益林补助
资金，前后共计 4861.3 元。
2016年9月30日，王某因病
去世，如果不是后来的“清
源行动”，可能不会再有人
知道此事。2017年5月，王
某的妻子陈某在“清源行

动”持续深入推进期间，主
动向罐坝乡纪委说清此事，
并将违纪资金如数退还。

无独有偶。2011 年至
2015年，万源沙滩镇某村原
党支部书记唐某，违规将该
村集体 44 亩生态公益林登
记到自己名下，并领取生态
公 益 林 补 助 资 金 2676.3
元。去年 9 月，唐某被诊断
出身患肝癌，并作了肝脏手
术。全市开展“清源行动”
期间，唐某主动向组织说清
问题并上交了违纪款。在
谈话过程中，他悔恨地说：

“我知道自己有错，感谢组
织给我改过自新的机会，让
我在有生之年，把问题向组
织说清楚。”

白沙镇某村的村党支
部书记曾某，从2000年起，
就担任村支书，但他也有一
段难以启齿的往事。“我老
婆体弱多病，以前家里条件
困难，就从 2011 年开始，给
她申请了低保。”曾某说，到
了 2013 年，他明知自家的
收入已超过享受低保的标
准，但直到2015年8月才让
妻子退出低保，期间共领取
低保金 2700 余元。这笔钱
像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
2017 年 5 月，曾某在“清源
行动”政策宣讲会上第一个
站出来，向白沙镇纪委交代
了自己的违纪问题，并上交
了低保金。“交代问题后，
卸下了包袱，在村里开展工
作，心里也更有底气了。”曾
某说。

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范继跃告
诉记者，每名党员干部好比
森林中的一棵棵树，而纪委
干部则好比是“啄木鸟”和

“护林员”。“既要‘治病树’
‘拔烂树’，又要‘正歪树’
‘护好树’，只有当好森林医
生，才能促进干部森林枝繁
叶茂。”万源市纪委开展的

“清源行动”，有力地促进了
更多党员干部消除党纪法
规知识盲点，减少了腐败存
量，遏制了腐败增量，不但
有效整治了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微腐败”，赢得了民
心，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
度肯定。

苏攀靖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罗轩

整治“微腐败”万源有妙招
达州万源“清源行动”让基层党员干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

华西都市报讯（李根 记者 李
玉泉）5 月 25 日至 27 日，第十六届
四川省青少年机器人创新实践活
动在成都举行。该活动由省科学
技术协会、省经济和信息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主办。来自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的机器人
代表队参加了创意闯关项目竞赛，
最终荣获大赛一等奖，学校荣获最
佳设计奖荣誉称号。

全省 15 个市州、156 所学校、
300 余支代表队共计 1200 余人参
加了机器人综合技能、VEX、FLL、
创意闯关、WER、创意设计、FTC七
大项目的比赛。赛场上，来自通川
区一小5年级13班的周工哲、4年级
6班的张宸铭、4年级8班的苏欣、3
年级6班的兰梨泓四位小选手经过
3个小时搭建、调试，最终作品答辩
及演示环节得到裁判高度评价。

反腐高压下“苍蝇”怎么打？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如何整治？近年来，达州万源通过开展“清源行动”等方
式，让基层党员干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并及时纠错追责。四川省纪委对此评价说：“‘清源行动’为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提供了有益探索，实现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监督执纪的效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汪仁洪）
近日，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家人
社”便携一体机投入使用。5月30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中国建设银行南充分行获悉，该行
投放到乡镇、社区的81台(套)自主
服务一体机已经投入使用，并且还
将向乡镇、社区再投入 100 台，群
众办理社会保险将更加方便。

为了方便广大群众办理社会
保险，该行积极践行南充市政府提
出的“城乡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
工作要求，与南充市人社局联合开
发研制了一款“家人社”业务自主
服务一体机，并已分批投放到全市

“五县三区”。该设备集成了社保
和金融功能，利用移动物联网技术
接入“金保”专网，参保人在家门口

即可方便安全地自助缴费、办理社
保卡业务、个人认证及权益查询、
人社政策查询等各项人社业务，实
现了让设备跑路、数据跑路、群众
不跑路的便民初衷。

此前，中国建设银行南充分行
根据南充市社保业务相关安排，为
部分群众预制了一张带金融功能的
社保IC卡。该卡具有信息记录、信
息查询、业务办理等社会保障应用
功能，以及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等金
融功能，同时免收年费、工本费、小
额账户管理费等。发行社保金融IC
卡是一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民生工
程，该行提示，请还未领取社保卡的
参保人员，登录南充人社局官网
(http://scnc.lss.gov.cn)进行查询
后，到所属“建行”网点领取。

四川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

达州通川一小获设计一等奖

南充81台“家人社”
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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