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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宣汉县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华西都市报讯（邵志
海 记者 刘彦谷）近日，
广元市苍溪县按照全省
公安机关“冬攻”系列专
项行动安排部署，组织各
派出所在辖区内开展夜
间集中清查行动。

清查中，当地警方重
点针对辖区旅馆行业、酒
吧 KTV 等行业展开突
击检查，并对辖区网吧、
茶馆、饭店、学校、出租房
等场所开展了防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

本次清查共出动警
力150余人次，检查旅馆、
酒吧、网吧、茶楼等行业场
所230余处，排查并整改
安全隐患20余处，检查车
辆500余台次，查处治安
行政案件8件、交通违法
行为 20 余起，破获刑事
案件5件。

华西都市报讯（谢小
勇 记者 曾业）为增强巡
察针对性，提升巡察震慑
作用，大竹县委各巡察组
创新推出巡察“微测试”，
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
反腐败建设四个内容和
个人事项报告”着手，测
出了被巡察单位领导干
部的作风到底实不实。
测试结果，会如实反馈给
被巡察对象，帮助他们更
有针对性地整改。

微测试紧贴被巡察
单位的职能职责，按照

“内容各异、微量实际、闭
卷答题”的思路，做到既
有章可循，又各有侧重。
党的领导强不强、党的建
设实不实、从严治党严不
严、党风廉政硬不硬、个
人事项真不真，都被列入
测试范围，以便于巡察组
掌握到更详实、更真实的
情况。微测试整个过程
细致周密、严肃严谨，气
氛紧张、“红脸出汗”。

不仅如此，单位公务
接待标准、“三公”消费状
况、廉洁自律准则知悉等
情况，以及党员干部子女
配偶就学就业、个人房产
财产、出境出国等个人需
向组织报告的情况，也被
纳入测试。经审核和核
实后，被巡察对象是否如
实报告情况、是否漏报瞒
报、个人经济收入与消费
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等，巡
察干部均了然于胸，有力
促进了巡察质效的提升。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
中，宣汉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村卡、乡簿、县档管长远，做
足“绣花”功夫，蓄势发力、专注
发展、铆劲实干，汇聚全县人民
智 慧 ，坚 定 脱 贫 信 心 ，取 得
2016年首战告捷、2017年再战
再胜、2018 年连战连胜好成
绩。总结出“旅游扶贫开发、精
准扶贫云平台、农村‘按揭房’

‘11233’分成模式、产业组团包

镇脱贫、精准小组团抱团脱贫”
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
到2017年底，全县减贫14.5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5.6% ，
2016-2017年实现120个贫困
村退出。

同时，该县从2015年开始
布局实施巴山大峡谷文旅扶贫
景区，定位建成“国家AAAAA
级景区、川渝陕龙头景区、全国
文旅扶贫试验区”。景区总体

规划面积575.1平方公里，其中
核心区面积298.3平方公里，由
溪口湖生态观光区、巴人谷民
俗休闲区、罗盘顶养生养心
区、桃溪谷体验度假区“四大
板块”组成。并于今年 8 月 28
日实现开园迎客，通过务工、
就业、资源入股、发展产业等模
式，仅在建设期间就带动3.8万
余名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定
脱贫。

华西都市报讯（于泽贵 记
者 罗轩）12月11日晚，万源市
组织全市近500名党员领导干
部开展以剧助教、专题警示教
育活动，观看了由重庆市曲艺
团倾情上演的大型反腐倡廉方
言剧《台上台下》，让观演干部
以鲜活生动的形式，“零距离”
接受廉洁从政警示教育。

据了解，《台上台下》主要
讲述了一位交通局长，出生在

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里，母亲
讨来的三袋米成就了他的学
业，怀揣着对母亲、对社会的感
恩，怀揣着满腔报国之心，通过
努力奋斗，在事业上取得了成
功。他曾发誓要堂堂正正做
人、清清白白为官。然而这样
一位曾经刚直不阿、清正廉洁
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最终没
能抵挡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堕
入了腐败的无尽深渊，导致自

己身陷囹圄、家破人亡，更是让
自己挥毫的“清正廉洁”成为了
一个笑话，演绎出一个个权钱
交易、权色交易的丑陋悲剧来。

万源中学校长张忠祥观演
后深有感触地说：“观看反腐倡
廉方言剧《台上台下》，使我明
白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
理，深刻领会到‘手莫伸、伸手
必被捉’的教训，告诫我们要永
葆共产党员本色，增强拒腐防

变能力，时刻保持警钟长鸣。”
“我们就是要把警示教

育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让 全 市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明
底线、知敬畏、受警醒，持之
以恒地加强自我教育、自我
约 束、自 我 警 示 ，不 断 净 化
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
严 治 党 向 纵 深 发 展。”万 源
市 委 常 委、市 纪 委 书 记、市
监委主任董代春表示。

万源以剧助教 让领导干部接受廉洁教育

白墙灰瓦小别墅，
水泥路到家门口，家
家喝上自来水，通信
网络全覆盖，这是宣
汉县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的真实写
照。客厅、卧室、储物
间、厨房装饰一新，电
视、洗衣机、饭桌有序
安放，棉被、衣柜等一
应俱全。踏进峰城镇
寨扁社区陈美善75平
方米的新家，暖意浓
浓。

据统计，截至去年
底，宣汉县围绕“搬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 要 求 ，完 成 了
15875户农村危房改
造、24321 人易地扶
贫搬迁，实现收入脱
贫和感官脱贫，真正
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
子、过上好日子。这
只是宣汉县城乡面貌
变化的一个缩影，改
革开放40年来，宣汉
县的城乡面貌每天都
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
变化。

“冬攻”专项行动
苍溪整改
安全隐患20余处

大竹巡察微测试
测出作风实不实

宣汉自古有“秦巴路难行”
之说，曾流传“巴山背篓哥，干
的牛马活，行走羊肠道，不幸滚
下河”等民谣。这些民谣也反
映出曾经宣汉的交通状况，面
对这种情况，而宣汉县的决策
者深知，要想富，先修路。40年
来，宣汉县紧抓发展机遇，掀起
了一波又一波的公路建设高
潮。

据统计，1978年，宣汉全县
公路里程仅有 654 公里，且等
级较低。经过 40 年的发展建
设，截至 2017 年底，全县公路

通车里程5800公里，其中高速
路（宣汉段）85公里，国道G210
线宣汉段50.5公里，省道535.7
公里，县道 328.2 公里，乡道
779 公里，村、社道 4000 公里，
高等级沥青砼路面 410 公里，
水泥砼4390公里，低等级路面

（泥结碎石）200 公里，机耕道
约30公里，渡口改桥25座，大、
中、小桥516座17877.2延米。

同时，宣汉县坚持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围绕构建

“一区（生态功能区）四河九线
多点（水库）”，大力实施“大规

模全面绿化宣汉行动”，积极
推进生态修复，全县林地保有
量达 359.7 万亩，建成国家级
森林公园 1 个，全县森林覆盖
率达 60.2%，成功纳入全国生
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县。全县
地表水质、集中式饮用水源水
质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
大力实施“治脏治乱治尘治噪
治水”工程，严控各类大气污染
源。

张平 胡果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罗轩（宣汉县委报
道组、宣汉县摄影家协会供图）

一张蓝图绘到底 实施文旅扶贫项目

城乡一体化建设 细化城市功能分区

改革开放以来，宣汉县致
力城乡一体化建设，曾先后于
1983 年 、1997 年 、2005 年 、
2013年编制（修编）过4次城市
总体规划。完成了西区新城、
北部新区城市设计及控规编
制，完成10个重点乡镇的总规
编制和211个贫困村扶贫新村
聚居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同时，全面推进县城“三路
三片三园”工程建设，布局实施

“一环一区两园两路”工程建
设，细化城市功能分区，着力构
建县城中等城市框架，实现了
城区建设大变样。形成了廉租
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
住房、限价商品住房、棚户区改
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六位一体”

的住房保障体系。该县保障性
安居工程实施 18987 户（套）。
南坝镇、胡家镇、双河镇先后成
功申报为“全国重点镇”及四川
省“百镇试点镇”。并把深化水
利改革摆在突出位置，超前谋
划、创新作为，在全县范围内组
建了15个水利站，设置了75个
公益性事业岗位。

誓让天堑变通途 掀起公路建设高潮

贫困群众乔迁新居。

采茶。滨湖长廊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