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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给贫困户的鸡苗，
几天内就死亡了6900多只，
10万多元扶贫专项资金打
了水漂。这是达州市大竹
县2018年第二期“阳光问
廉”全媒体直播节目中，曝
光的几个问题之一。

“鸡苗发放给贫困户
就成批死亡，是偶然还是必
然？”主持人现场发问，该县
某乡镇分管副镇长回答时
避重就轻，两次被打断逼
问，直到乡镇负责人当众检
讨并承诺补救后，才通过问
廉代表团的投票“考核”。

麻辣质问
被问廉对象“红脸出汗”

本期《阳光问廉》以“聚焦
脱贫攻坚，护航全面小康”为主
题，通过《控辍保学，岂能敷衍
塞责》《致富鸡苗缘何成为“烦
心事”》《扶贫责任“挂空挡”》3

个短片，曝光控辍保学、产业发
展和扶贫责任不到位等问题。

“你镇控辍保学工作数据
不真实，你履责到位了吗？”“作
为第一书记，你是否清楚自己
应该履行什么职责？”在问廉现
场，节目主持人聚焦曝光的问
题，直击矛盾、麻辣质问，让村、
乡镇和县级部门相关责任人现
场作答，红脸出汗、如坐针毡。

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群众代表和特邀监察员
组成的问廉考评团，对被问廉
对象回答问题情况进行现场测
评，满意率达 60%以上才能过
关，否则重新作答，直到通过为
止。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台上
台下被问廉对象表示：直面问
题，痛下决心，及时整改。

阳光反馈
被问责的10人均已处理

直播现场，还播出了全县

脱贫攻坚摘帽专题片《砥砺奋
进摘穷帽》，展示全县上下以

“绣花功夫”攻克贫困堡垒，打
赢脱贫摘帽攻坚战的壮丽诗
篇。高穴镇官家村第一书记唐
瑛，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用真
情和奉献、辛劳和付出书写的
精准扶贫路上的感人事迹，在
现场播出后赢得热烈的掌声。

大竹县纪委监委负责人介
绍，“阳光问廉”旨在整合纪检监
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各方
面力量，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
强力正风肃纪，护航全面小康。
对本期节目曝光的问题，将及时
组成调查组对问题进行处理，并
对整改进展情况进行反馈。

节目中还对首期“阳光问
廉”中曝光的问题进行了“阳光
反馈”。首期“阳光问廉”曝光
问题累计问责 10 人，其中，党
内警告 3 人，党内严重警告 2
人，记过1人，诫勉2人，谈话提
醒2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曾业摄影 魏林

1.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
主题是：（）

A、携手抗艾、重在预防
B、主动检测、知艾防艾、共

享健康
C、向‘零’艾滋迈进
2.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什

么？（）
A、空气传播、飞沫传播、血

液传播
B、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

传播
C、阴道分泌物传播、血液

传播、消化道传播
3.下列哪项检查可以知道

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A、X线检查
B、血液检查
C、B超检查
4.预防艾滋病是谁的责任？（）
A、国家
B、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全社会
5.世界艾滋病日是几月几日？（）
A、3月24日
B、12月1日
C、7月28日
6.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A、目前艾滋病不能治愈，

也没有有效的疫苗，所以艾滋

病是不能预防的
B、安全套可以避孕，但不

能预防艾滋病
C、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预

防艾滋病
7、我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

机制是：（）
A、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

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
B、以人为本、科学防治、依

法防治
C、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

合治理
8.《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A、事业单位和个人
B、政府机关和个人
C、任何单位和个人
9.艾滋病的“窗口期”是指：（）
A、从感染病毒到发病的时间
B、从感染病毒到体内能够

检测出抗体的时间
C、从体内能够检查出抗体

到发病的时间
10.全世界艾滋病防治事

业的共同标志是：（）
A、红十字
B、红丝带
C、绿丝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
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证，竟然有

“快慢”之说：私下给点钱给办
事人员就能办快点。这一怪
象，被渠县国土资源局党委聘
用的纪检监察员发现后及时上
报。很快，相关单位负责人就
被约谈。

渠县纪委派驻国土局纪检
组，负责监督国土、交通、农林、
农办等多个部门。人手严重不
足，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探索，渠县纪委派驻国土
局纪检组组长熊前进找到了解
决问题的办法：让各单位党委
聘任纪检监察员，并创立“咬耳
扯袖工作法”，内外监督并驾齐
驱，惩防措施双管齐下，并出台
相关制度予以保障，有效夯实
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根基。

按照渠县国土资源局《约
谈党员干部暂行办法》，该局已
对12人进行了约谈，帮助他们

“悬崖勒马”。谈话的情况，被
全部录入他们的“廉政档案”。
档案中，明察暗访督导领导小
组对他们的考核结果、纪检监
察员收集到的情况、主体责任
落实情况、单位内部民主测评
情况等，全都记录在册，将作为
干部任用选拔和目标考核的重
要依据。

“咬耳扯袖，可以把问题消
灭在萌芽状态，帮助党员干部
及时纠正错误，是对他们的保
护。”渠县国土资源局机关纪委
书记蒲世灵，对此深有感触。

华西都市报讯（邓怀娟 记
者 曾业）2018 年，是渠县脱贫
攻坚决战年，须完成“整县摘
帽”目标。近日，由渠县纪委监
委牵头，县委、县政府督查室配
合，抽调180名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较强的工作人员，成
立了60个监督检查工作组，对
全县 60 个乡镇的脱贫攻坚工

作开启“全身体检”。
易地扶贫搬迁、危旧房改

造等扶贫项目进度如何？帮
扶责任人对贫困户帮扶力度
如何？相关干部工作作风如
何？以前督查出的问题整改
情况如何？此次专项督查，主
要针对上述四个问题开展。
为确保督查工作实效，抽调干

部在督查期间除开展专项督
查外，暂不承担其他工作。

同时，渠县还专门成立专项
督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项督
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领导小组每月召集相关单位研
究督查工作，提出处理意见，督
促督查工作做实、做深、做细。

此次督查结果，按照组别、

问题描述、问题类别、处置方
式、整改落实情况等，实施表格
式台账管理，对督查出的问题
进行逐个登记、逐个核实、逐个
销号。截至目前，“全身体检”
已查出问题线索 691 个，涉及
低保、精准识别、扶贫项目施工
进度等20余个类型，正在按计
划逐步整改。

达州市大竹县2018年第二期“阳光问廉”开播

扶贫鸡苗成批死亡
大竹县一乡镇负责人当众检讨

渠县纪委派驻纪检组
创立“咬耳扯袖工作法”

渠县脱贫攻坚工作开启“全身体检”

南充市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防治知识有奖问答试题

大竹县2018年第二期“阳光问廉”节目现场。魏林 摄

姓名_________ 手机号码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5（ ）
6（ ）7（ ）8（ ）9（ ）10（ ）

1、奖项设置：
一等奖 1名 500元
二等奖 10名 300元
三等奖 20名 200元

优秀奖60名 精美礼品一份
2、参与方式：
①请参与者按题目顺序编

辑 短 信（如 1A2C3C…），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前，电
信、联通用户将答案发送到：
106901291919，移动用户将答
案发送到：106915561919 。只
收取基本短信费0.1元/条。

②请参与者在报纸上剪下
答题卡，填上自己的姓名和手
机号码，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前邮寄或直接送至南充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616
室市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顺庆区柳林路
200号）。

③请参与者关注微信公众
号“活力川东北”，并在对话留
言框写下你的答案。

④请参与者关注@“南充
快报”，转发此微博并写下你的

答案。
3、本活动将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上午由市领导在“世界
艾滋病日”活动现场抽取奖项，
获奖者请到南充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616室市重大传染
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顺
庆区柳林路 200 号）领取奖金
或奖品。

4、2018 年“ 世 界 艾 滋 病
日”艾滋病防治知识有奖问答
题目详细情况请登录南充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南充市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病防治知识有奖问答答题须知

南充市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
艾滋病防治知识有奖问答答题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