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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郭桂花 刘
俊 记者 刘彦谷）“这么好的日
子，有点像做梦！”广元市利州区
白朝乡五组村民杨秀林说起现
在的生活，笑眯了眼。穿过融乡
村味道和时尚酒店风格于一体
的接待厅、餐厅、茶室，在炉火旺
旺的烤火间，兴奋地讲起了他的
搬迁故事。

2015 年，白朝乡申报建设
四川首个省级高山湿地保护小
区，依托湿地生态恢复，赶上精
准扶贫好政策，处于湿地核心区
的月坝村被纳入“康养旅游特色
小镇”规划建设。

按照统一风格、统一规范管
理等协定，杨秀林和邻居们自愿
将房屋交给村里的专业合作社
实施乡村旅游、民俗体验打造。
产权不变，观念变，杨秀林扳指
一算，他家一年能拿到 9000 元
的房租，妻子在合作社当厨师，
他当知客、种小菜园，儿子在成
都上班，加上年底合作社的分
红，一年全家收入十几万元。

“春看花哩，夏乘凉，秋看红
叶嘛，冬看雪，四季游人都不缺，
空气也能卖成钱嘞，感谢党的好
政策！”说起新生活，杨秀林忍不
住用知客唱词唱起来。

在脱贫攻坚中，为让贫困户
真正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利州区力争让每一栋易地
搬迁的房屋都是一道乡村旅游
风景线、都有潜力发展民宿经
济。通过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工
商企业援助、居家创业、劳务输
出、公益性岗位兜底“五带行
动”，实现全区易地搬迁贫困劳
动力人人有稳定就业。目前，

“十三五”期间该区9个乡镇（街
道）106 个村 1394 户 4827 人所
有搬迁安置房已经全部建成，且
已全部入住新居。

12 月 20 日 至 22 日 ，
2018第二十七届世界脑力锦
标赛在香港举行，四川省达
川中学高二学生曾胤以优异
的成绩获得“国际记忆大师”
称号。

世界脑力锦标赛是由世
界记忆之父、思维导图发明
者托尼·博赞先生和大英帝
国 OBE 勋章获得者雷蒙德·
基恩爵士于 1991 年发起，由
世 界 记 忆 运 动 理 事 会

（WMSC）组织的世界高水平
及权威的脑力竞技赛事。迄
今为止，世界脑力锦标赛已
在英国、美国、中国、澳大利
亚、南非、巴林、德国、马来西
亚、墨西哥和新加坡等国家
成功举办。赛事选手成绩不
断刷新人类记忆技术的高水
平，新纪录可直接记入世界
吉尼斯纪录而无需审核。

四川达州达川中学高二
年级学生曾胤一直痴迷于脑
力记忆训练，去年以来，先后

参加各地大赛并获得大奖。
为备战2018年度国际大赛，
曾胤先后参加了中国片区成
都赛区和石家庄赛区的比
赛 ，均 获 得 全 场 总 冠 军 称
号。2018年10月，参加成都
赛区比赛获得虚拟事件和日
期、抽象图形、快速数字、人
名头像记忆、随机扑克牌等
五个项目金牌，听记数字、二

进制数字、随机数字等三个
项目银牌，并获得成都赛区
全场总冠军；2018年8月，参
加石家庄赛区比赛，获得马
拉松扑克、快速扑克、马拉松
数字等项目金牌，以及石家
庄赛区全场总冠军。

12 月 20 日至 22 日，历
时三天，曾胤在香港参加第
二十七届世界脑力锦标赛，

分别参与虚拟事件和日期、
抽象图形、快速数字、人名头
像记忆、随机扑克牌、听记数
字、随机数字、随机词语记
忆、快速扑克牌、二进制等十
个项目并获得了优异的成
绩，最终获得了“国际记忆大
师”称号。

杨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李玉泉

达川中学高二学生曾胤在2018第二十七届世界脑力锦标赛中获得“国际记忆大师”称号。

“村上第三季度党费缴
纳明细未及时张贴公示，本
月 财 务 收 支 情 况 未 公 开
……”广安市岳池县中和镇
廉勤巡访监督员唐兵在参加
大庙村党支部会上，一针见
血地指出巡访中发现的问
题。

“以前，认为这些都是不
起眼的小事；现在情况大不
一样了，因为村里来了廉勤
巡访监督员。你不改，他会
盯着让你改。”大庙村党支部
书记徐绍军谈及前后变化深
有体会。

像唐兵这样的廉勤巡访
监督员，在岳池还有 237 个。

他们由现任村纪检小组长、
退休教师、离退休干部中的
党员组成；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工作热心、原则性
强、责任心强、作风正派、熟
悉情况、威信较高、群众认可
……他们为基层监督注入了
新鲜血液。

据悉，近年来，村组干部
违纪违法案件居高不下，大约
占全县查办案件总数的70%
左右。为此，该县纪委监委选
聘廉勤巡访监督员，直击基层
监督的“痛点”和“堵点”，强化
对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用权行
为的“贴身监督”，规范基层权
力运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
延伸效果，通过一系列

数据得以印证：开展廉勤巡
访监督工作以来，共发现问
题 540 多个，向纪检监察机
关移交问题线索 24 个，倒逼
91 名基层干部主动说清问
题，上交违纪款物7万余元。

该县还积极探索“社区
网格员+巡访监督员”监督模
式，发挥网格化管理起步早、
覆盖全、成效显等优势，鼓励
网格员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基层干部作风问题、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等，及时反馈给
廉勤巡访监督员，打造移动
监督“探头”，实现良性互动。

近日，伴随着《关于推进
国家监察向乡镇延伸的实施
意见》的出台，岳池将在43个
乡镇设置监委派出乡镇监察
室，廉勤巡访监督员又有了
一个新的身份：监察工作信
息员。

“廉勤巡访监督员和监
察工作信息员身份的叠加，
不是职能职责的简单加和，
而是通过深化监察体制改
革，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每个
公权力行使者，就近解决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梁宁波 罗武林 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华西都市报讯（刘平 记者
曾业）随着 12 月 19 日大竹县委
第五巡察组巡察文星镇龙门村
工作动员会顺利召开，大竹县第
八轮巡察工作已全面展开。

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到
2019 年 1 月 25 日，大竹县委 6
个巡察组采取一拖二的方式，将
分别对县老干局、县统计局等8
个县级部门和八渡乡华兴村、文
星镇龙门村等 4 个村开展为期
45天的巡察。

本轮巡察，大竹县不断创新
市县巡察向村居巡察的工作方
式，在突出对相关县级部门（单
位）的常规巡察外，积极探索巡
察工作向村一级“神经末梢”延
伸。在全县软弱涣散的村级党
组织、后进村以及信访量大、问
题多的村中选取了 4 个村进行
直接巡察，全方位扫描“微权
力”，剑指“微腐败”。

“创新巡察方式，巩固完
善发现问题‘三大员’、巡察
实施‘三沟通’、巡察整改‘三
本账’等巡察方法。积极推
动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审计
等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巡察、
处置突出问题。”巴中市恩阳
区纪委二届三次全会上，区
纪委主要负责人强调。

今年以来，恩阳区委巡
察办立足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在探索巡察方式过程中
总结提炼出“三个三”，有效
打 通 巡 察 监 督“ 最 后 一 公
里”，纵深推进巡察工作，巩
固和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巡前“三沟通”做足巡前准备

“巡察工作时间紧迫、任
务繁重，所以无论巡察哪个
单位，我们都会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做到未雨绸缪。”恩
阳区委巡察办工作人员李勇
说道。

主动与分管、联系被巡
察单位区级领导沟通，与纪
委、组织、审计、脱办等相关
部门对接沟通，全面收集被
巡察党组织在信访、财务、党
风廉政建设以及日常监督中
发现的突出问题，供巡察组
进行前期分析研判。

下沉与被巡察党组织沟
通，督促其主动查找自身问
题，报告单位基本情况以及
届内相关工作情况。

“巡前‘三沟通’体现了
巡察工作的严肃性和纪律
性，为精准发现问题打牢了
地基。”恩阳区委巡察办主任
张誉中认为，巡前“三沟通”
是巡察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

监督“三大员”拓宽信息渠道

在恩阳区兴隆镇土桥
村，有一位不怕“挑刺”的老
党员——张希成，今年76岁

的张希成是土桥村群众监督
中心的反腐倡廉志愿者，像
张希成这样的人在全区还有
450 余个，群众主动参与纪
检监督、巡察监督在全区已
经屡见不鲜。为积极巩固群
众监督成果，恩阳区委巡察
办创新建立“三员”人才库：
把区特邀监察员、反腐倡廉
志愿者吸收作为“巡察廉情
观察员”；把觉悟高、原则性
强且熟悉被巡察单位（地方）
情况的老党员、老干部及普
通群众作为“巡察民情信息
员”；把区网管员、网格员吸
收作为巡察“舆情监测员”。
截止目前，在区委前三轮巡
察中，借助“三大员”的力量
共发现问题 205 个，占发现
问题总数30.7%，巡察“探照
灯”“显微镜”作用充分显现。

整改“三本账”压实整改责任

巡察质量高不高、效果

好不好，关键在整改。为把
巡察整改责任压紧压实，恩
阳区委巡察办探索建立“信
访舆情反映问题、现场指出
纠正问题、书面反馈移交问
题”三本台账。

恩阳区委第一巡察组组
长李虎东介绍：“在建立整改

‘三本账’的基础上，压紧压实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的政治责任，加大巡察问题
整改、整改公开、线索处置和
违纪违法典型的通报曝光力
度，形成强大震慑。”截至目
前，恩阳区已完成对22个单
位部门的巡察任务，共发现并
整改问题667个，移交问题线
索159个，已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22人、组织调整或组织处
理11人，政治巡察的威慑力、
公信力不断增强。

邓誉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谢颖

达川中学高二学生曾胤
荣获“国际记忆大师”称号

广元利州借力乡村旅游
让搬迁户吃上旅游饭

大竹县第八轮
巡察工作全面展开

岳池：廉勤巡访监督员，直击基层监督堵点

巴中恩阳：“三个三”纵深推进巡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