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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周丽
记者 罗轩）“万源市庙坡
乡海家坪村原党支部书记
谢兴荣扣留群众‘一卡通’
套取惠民资金共 14.04 万
元，其中：11.831万元用于
集体开支，22090 元用于
个人日常开支，市纪委监
委给予谢兴荣开除党籍处
分。”据统计，自开展“一卡
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以
来，万源市共立案42件51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3
人，追缴资金 13 万余元，
并将陆续退还于群众，让
群众真正获利。

据了解，万源市纪委
监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
结合职责开展自查自纠，
按年度对惠民资金项目、
补贴标准、补贴对象、银
行账号、所属乡镇梳理造

册，运用“一卡通”大数据
手段，集中发现一批违纪
违规问题线索。并利用

“民情大走访”活动，大力
宣传“一卡通”管理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面对面地
帮助群众梳理“一卡通”
办理、使用情况，鼓励群
众检举反映惠民惠农领
域问题线索。

万源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董代
春表示，必须全力以赴投
入“一卡通”清理工作中，
不见成效不收兵。此外，
万源市加大公示公开力
度，在村（社区）村务公开
栏、“脱贫攻坚·智慧纪检”
网络平台、“幸福·美丽万
源”电视平台公示公开，最
大限度提高群众知晓率，
切实保障群众知情权。

华西都市报讯（杨亮
记者 罗轩）近日，在成都
举办的2018 年（第14届）
中国企业教育百强年度颁
奖盛典上，宣汉农商银行
荣获 2018 年中国企业教
育百强先进单位普惠金融
贡献奖，这是继2017年荣
获百强先进单位奖项后，
再获此项殊荣。据了解，
中国企业教育百强论坛
由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
企业教育主管部门联合
发起，目前已成为国内规
模最大、政府支持力度最
强、参与企业规格最高的
全国性企业教育培训评价
活动。

“中国企业教育百强
先进单位普惠金融贡献
奖，是为了表彰在农村金
融服务及支持地方经济过
程中践行普惠金融方面成
效突出的金融机构。”宣汉
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众多的农村金融机
构中脱颖而出，这是对我
们普惠金融发展成效的充
分肯定。

“不忘初心、立足县
域、服务实体、支农支小、
精准扶贫。”据了解，宣汉

农商银行自 2014 年 11 月
成功改制以来，继续履行
前身农村信用社责任，坚
持“改制不改姓”，充分发
挥地方金融“主力军”作
用，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的效率和水平，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
样化的金融需求。合理利
用信贷资源优势、客户优
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
平，努力降低农村融资成
本，全力推进农村金融扶
贫，全力打通普惠金融“最
后一公里”。

下一步，该行将充分
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
用，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主线，顺应结
构调整和绿色发展方向，
加大金融资源向“三农”
倾斜力度，坚持改革发展
的正确方向,坚定“支农
支小”定位，创新金融服
务方式，全面助力乡村振
兴，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金
融服务覆盖率、获得感和
满意度，在未来形成金融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良
好格局。

“都认为‘财神爷’的门难
进，没想到来这里办事又快又
好，浓厚的廉洁文化氛围让我也
深受教育。”近日，达州市达川区
的姜莉老师道出了自己前往该
区财政局办事的感受。据了解，
近年来，达川区财政局结合系统
工作特征，不断深化制度建设，
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同时，找准

“廉洁机关”建设切入点，创新开
展财苑清风、清语、清影“三清”
活动，立体开展廉洁教育，厚植
廉洁土壤，形成了党风廉政建设

“大家倡”的可喜局面，连续五年
被区纪委表彰为“党风廉政建设
先进单位”。

“清风”常吹清长在
走进达川区财政局的办公

楼，如同置身于“文化长廊”之
中，清新“廉风”扑面而来。据该
局机关党委书记夏渠介绍，该局
定期开展“廉书廉画”比赛、“廉
言廉句”征集、“联手‘廉’行”寄
语三项“财苑清风”活动。活动
时，全局上下皆动脑、齐动手，家
庭单位共提炼、同“廉动”，评选
出的优秀廉洁书画作品、格言警
句、家庭助廉寄语等由局机关统
一装裱，张贴、悬挂于各办公室
和 楼 道 ，并 做 成 PPT，在 大 厅
LED 电子屏、楼道视频系统展
播。

目前，该局已在办公大楼悬
挂干部职工历年原创的独具财
政特色的廉洁文化作品 50 余
幅。这些作品，如和风细雨，净

化灵魂，规范行为，温情地提升
着大家对廉洁文化的认同感。

对于“财苑清风”活动的开
展，该局干部杨全兴支持度高，
认同度更高：“‘勤廉者平安一
世，贪婪者自毁一生’是妻子常
给我念叨的一句话。每当在机
关看到这幅书法作品时，我都会
提醒自己：‘干净’做事，不能辜
负‘廉内助’。”

“清语”常响廉相伴
“正者前途四达，廉者驰马

平川。五一将至，亲，请不要忘
记我们共同的约定哦。驻局纪
检组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生活
安康。”每逢节假日来临之前，达
川区纪委派驻财政局纪检组组
长龙吟都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
做，那就是通过“财苑清语”微信
群、QQ 群、电话 V 网三平台，精
心编写廉洁短信，对全区财政系
统干部职工进行全覆盖提醒。

“温馨！暖心！”“比板脸可
爱！”“融有‘达川’二字，让人记
忆深刻！”翻阅着同志们的条条
留言，龙吟知道，这些“清语”小
短信发挥了教育大作用。

如何防止预算权、拨付权、
采购权等“热门权位”演变为“悔
恨岗位”？达川区财政局“财苑
清语”活动的另一举措发挥着积
极作用。上任不久的预算股股
长何绍波对此记忆犹新：“那天
一早，在‘清风书屋’，党旗鲜红，
奖牌满墙，数位局领导在座，与
我‘集体面谈’，言语亲切，期望
殷殷。我只有勤廉敬业，为达川
财政添彩，才不负组织重托。”

据了解，2018 年以来，该局
已先后对4名新进干部、5名提拔
干部、2 名违纪倾向性干部如是

“清语”，赢得干群点赞。

“清影”常舞人自在
“从社区支书沦为阶下囚，

背弃理想信念、思想蜕化变质是
关键。这个身边的案例警示着
我：勿以官小而不廉。”近日，参
加“财苑清影”活动，看完达川区
纪委制作的警示教育片《支书夫
妻“生意经”》后，财政局年轻干
部李雨遥在自己的“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活动笔记本上写
下了这样的感悟。

在达川区财政局的“清风
书屋”，满屋落地贴壁书柜里分
类陈列着党纪法规、财会审计、
投资评审、案例警示等方面的
书籍千余册，中间方形学习桌
上安放着数台电脑，电脑旁整
齐地摆放着教育光碟，几名年
轻 干 部 正 在 桌 旁 专 心 查 阅 资
料、撰写报告。

“结合‘党员活动日’，紧扣
‘廉’主题，按照‘周阅读、月观
影、季参观、年总结’的思路，我
们年初就制定了活动方案，开具
阅读书单、排出观影日期、选定
红色基地，组织责任落实到分管
局领导，活动成效考核每个党支
部。”达川区财政局有关负责人
说，目的是要让大家在“读”中思
廉、“看”中悟廉、“观”中感廉，激
起守底线、远红线自觉，争做“心
清行廉业专”的“自在”财政人。

邓寿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轩

华西都市报讯（周丽 记者
罗轩）“大叔，你们家的危房维修
是什么时候完工的？知道该享
受多少补助资金吗？补助资金
到位没有？”“晓得，晓得，只要完
工经审核验收合格后，上面就直
接把钱打进我们‘一卡通’的账
户，既方便又快捷。”这是万源市
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干部深入
茶垭乡快活坪村，督查扶贫领域
项目建设与老百姓的亲切交谈。

今年以来，万源市充分发挥
监督职责，深入基层、深入一线，
亮实招，出重拳，织密扶贫领域
监督网，共受理扶贫领域信访举
报26件，处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55条，立案审查67件71人，组织
处理25人。

“强化责任考核，把扶贫领
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纳入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以责
任考核带动主体责任落实，压实
党政“一把手”的第一责任、各乡
镇党委的主体责任、扶贫部门的
牵头抓总责任和各乡镇纪委的
监督责任。”万源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说，今年来，因落实主
体责任不力，3 个乡镇单位主要
领导被约谈，1 名乡镇党委书记

就地免职。
同时，该市充分发挥巡视巡

察“利剑”作用，开展扶贫领域专
项巡察。对扶贫移民局等“22+
1”个扶贫领域重点单位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专项巡察，实地走访
5个乡镇，共发现问题46个，移交
问题线索 15 条。创新实施用好

“互联网+监督”，通过“万源市脱
贫攻坚互联网监督平台”，加强
对扶贫专项举报平台的重点宣
传和实时监控，实现对扶贫项
目、资金从上至下的全程跟踪、

在线监管，发现问题205个，立案
审查10人，提醒谈话15人。

另外，实行常态化督查，以
“发现不了问题本身就是问题”
的工作理念，抽派1600余名干部
进村入户开展精准识别“回头
查”；抽调200余名干部，成立52
个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滚动
式、地毯化开展监督检查，坚决
执行“不发现问题不收兵”的工
作态度，下深水、出狠招，全覆
盖，让监督密密麻麻，让基层“微
腐败”无处遁行。

颁奖现场。

党风廉政建设“大家倡”
达州市达川区打造“廉洁机关”

万源市追缴违规领取的
“一卡通”资金13万余元

宣汉农商银行再获
“中国企业教育百强先进单位普惠金融贡献奖”

万源市织密扶贫领域监督网
处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55条

万源市纪委监委常委万国迁向群众核实扶贫领域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