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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态化的教育和制度管住和保护干部

渝北 打好廉政预防针 筑起制度防火墙
“请全体干部职工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认真落

实区城乡建委‘八严禁’要求：严禁吃拿卡要、收送红包、接
受企业吃请等；严禁利用职务之便推销建筑材料……”这是
渝北区质监站一线监督员李伟众多手机短信中的一条，每

次深入工地开展质量监督检查工作之前，他都会习惯性地
翻看一下这类短信，提醒自己时刻绷紧党风廉政这根弦。

建委系统涉及众多的工程建设，是各地易发贪腐等党
风廉政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为了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

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今年以来，渝北
区城乡建委创新性地建立起一套常态化的党风廉政教育和
预防机制，着力为干部职工打好廉政“预防针”，筑起制度

“防火墙”，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常态化“十个一”警示教育
廉洁自律时刻记心上

“红包看似小事、小错，实则是关
系能否守住廉政底线的大事、大非。”
9月20日，渝北区城乡建委党委召开
了一次特殊的反思会，用曾经担任一
把手的“身边人”吴德华进行警示教
育，渝北区委、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
人在现场督导。

“吴德华没管好‘手’和‘嘴’，浸
在‘袍哥’文化、码头文化中，归根结
底是严重丧失理想信念，严重‘缺
钙’。”“作为党员干部，应多交为人民
着想、对事业有益的朋友，不搞圈子
文化、码头文化。”“一定对标对表党
的各项规章制度，绝不重蹈覆辙。”反
思会上，9名党员干部发言“见细节
见思想”。

而这仅仅是渝北区城乡建委常
态化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的一个片
段。今年以来，渝北区城乡建委集中
开展了“十个一”廉政教育活动，即：
开展一次集中学习、开展一次提醒教
育、讲一堂廉政党课、开展一次专题
讲座、组织一次案例警示教育、参观
一次廉政教育基地、开展一次批评与
自我批评、组织一次廉政知识竞赛、
开展一次廉政约谈、开展一次行业廉
政形势分析，使党风廉政工作真正成
为干部职工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常态化、
可持续的党风廉政教育，持续向广大
党员、干部职工传递越往后执纪越严
的强烈信号。”渝北区城乡建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一常态化的教育措
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强化不敢腐
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
想腐的自觉，逐步形成了干部职工人
人“党风廉政挂嘴边、廉洁自律记心
上”的良好态势，保障行业健康稳定
发展。

截至目前，渝北区城乡建委已组
织集中学习23次、推送提醒短信1.5
万余条次、讲廉政党课7次、开展《监
察法》专题讲座1次、组织案例警示
教育2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2批
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轮次、组
织廉政知识竞赛1次、开展廉政约谈
365人次、召开行业廉政形势分析会
1次，

发放“作风体检表”
让行业监督成为常态

今年，结合建设行业特点，在项
目设计阶段，渝北区城乡建委就与经
常合作的设计单位、街道社区等，合
作建立廉政监测点，每季度发放一次

“作风体检表”。
“希望能多为设计单位提供工作

便利，如在委托方案设计时希望能及
时提供准确、最新用地红线资料等”，
这是重庆英杰建设工程设计有限责
任公司在今年6月“作风体检表”中
提出的一条建议。

针对这条建议，渝北区城乡建委

重点办及时同设计单位进行了交流，
深入了解情况，结合项目紧迫程度对
设计周期进行了调整，并同区规划分
局、规划信息中心加强了沟通，对于
时间紧任务重的项目，通过提前取得
用地红线资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方案设计过程中因与用地红线
冲突导致的反复修改情况，提高了民
生实事项目前期工作效率。

“作风体检表不仅成为监督干部
职工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成为我们收
集企业诉求的重要渠道。”渝北区城
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渝
北区城乡建委就发出“作风体检表”
42份，收回28份，收到意见建议4
条，全方位监督干部职工的作风建
设，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整改，最
大限度地杜绝干部职工“吃拿卡要”
等行为。

而其常态、长效机制的建立不仅
于此。渝北区城乡建委还从项目审
批、项目设计、项目开工、日常监管、项
目竣工等重点环节入手，紧盯要害、精
准施策，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对干部职
工的履职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

在项目审批时，向服务对象发放
廉政监督卡和服务监督卡，实时监督
干部职工的服务态度和作风情况，今
年已发放廉情监督卡130余张、发放
服务监督卡1100余张；在项目开工
时，组织一线监督人员与参建三方签
订《工程建设项目廉政承诺书》，并印
制《廉政告知书》列为新开工工地“八
牌二图”公示告知于施工现场，2018
年新开工的91个工地实现全覆盖；
在日常管理时，通过设立主任书记信
箱、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发放
廉政举报信封、全面推行行贿黑名单
制度、电话回访或现场走访等方式畅
通信访举报渠道，切实加强干部职工
履职情况的监督；在项目竣工时，再
次组织参建各方通过座谈会、测评
表、电话回访等方式，对干部职工在
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履职情况和现
实表现进行考核打分。

通过这种各环节的全方位监督，
真正扎牢了制度的笼子，进一步强化
了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加强非公党组织建设
既要廉洁也要发展

实际上，加强党风廉政工作是一
个系统工程，既要自身加强教育和制
度建设，也要对广大企业加强教育，
使其成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渝
北区城乡建委就从加强非公党组织
建设入手，通过加强服务，促进其发
展，从根源上杜绝其靠“歪门邪道”来
发展的心思。

11月9日，渝北区城乡建委集中
走访小组对重庆悦来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进行了走访，该公司提到在麓山
别院小区北面空地有安全隐患，在了
解到情况后，走访组立即协调相关职
能部门，在一天之内便消除了安全隐
患。同日在走访重庆渝港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时，该公司反应有70多万

元民工工资保证金未退还，走访组也
当场进行了协调，得到了企业高度认
同。

“通过走访推动问题的整改，促
进企业的发展，仅仅是我们加强非公
党建的其中一项举措。”渝北区城乡
建委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渝北区
城乡建委在非公党组织建设上下了
大力气，通过“三加强三推动”，充分
发挥非公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的政
治核心作用和非公组织发展中的政
治引领作用。

首先是加强了其日常指导推动
规范运行。渝北区城乡建委落实了
4名专职党建指导员、8名兼职党建
指导员，定期对行业内非公党组织进
行走访指导，不断规范行业非公党组
织的规范运行，2018年已走访非公
党组织200余个次。

同时，加强了集中走访推动问题
整改。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
业制度，明确班子成员每人固定联系
企业4家、二级班子成员固定联系企
业2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发展
中的实际问题。2018年组建13个
集中走访服务组，对全区入统和困难
的182家企业进行了集中走访，收集
建筑行业各类问题或建议400余条

次，经整理形成14类46条普遍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并制定方案逐项整改
提高。

此外，加强重点扶持推动行业发
展。根据各非公组织发展情况，每年
确定3—5个非公党组织，从技术指
导、资金扶持、政策倾斜等方面进行
重点培养和扶持，促进企业做大做
强，不断提高全区建筑业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17年
以来共拨付了扶持企业做大做强补
助资金560余万元，促使该区业兴实
业集团、巨能集团等7家企业专业承
包资质等级提升为壹级，积极推进万
泰集团“申特工作”，申报的房建特级
资质已通过市住建委审核正在住建
部审批，申特成功后将打破重庆市无
房建特级资质企业的历史。

“正是通过‘三加强三推动’，我
们实现了非公企业‘双强六好’即党
建强、发展强，生产经营好、组织文化
好、劳动关系好、党组织班子好、党员
队伍好、社会反映好，真正剔除了‘想
腐’的土壤，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
展。”渝北区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贺娜 刘廷
图片由渝北区城乡建委提供

参观廉政基地

举行廉政知识竞赛

九龙坡区陶家镇 民生暖民心 实事惠百姓
“盼了多年的公路终于快修通了！”12月14日，看着

正在施工的修路现场，九龙坡区陶家镇树立村5社79岁
的村民何泽林激动地说。何泽林口中的路叫树天路，全
长2468米，项目总投资约750万元，建成后一举打通与
石板镇天池村的通道，结束了树立村5社多年不通公路

的历史。不但切实破解了群众出行难问题，也为该村乡
村旅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以来，九龙坡区陶家镇不断推进民生实事建
设，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增进百姓福祉作为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从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先后

完成了大溪河翠堤段延伸改造工程、老街污水管网改
造、老街和开发区老旧小区木质电板改造等10大民生
实事项目，涉及到环境整治、扶贫、完善公共设施等多个
方面。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为群众交出了一份
满意的成绩单。

建“四好农村路”
谱写惠民新篇章

今年陶家镇办理的10件民生
实事中,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工作,被放在了首要位置。陶家
镇相关负责人王友万表示，要让群
众满意,首先就要完善那些和群众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

“四好农村路”建设是改善民
生、保障民生、重视民生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先导
性条件。“今年陶家镇投入2000余
万元，对9条农村公路进行了新建
（改扩建）。”陶家镇相关负责人王友

万说，是近年来投入资金最多，修路
数量最多的一年。这些新建（改扩
建）的农村公路极大地方便了老百
姓的生活。以今年10月才完工通
车的九龙村校岩路为例，陶家镇投
入327万元，对校岩路进行改扩建，
路宽扩至5.5米，路面用水泥铺装。
这条路改扩建通车后，不但改善了
当地1500余人的出行条件，也为九
龙村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坚实的保
障。

提升人居环境
助力乡村振兴

提升城乡居民人居环境，不但

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
实事，也直接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
指数。

今年，陶家镇投入229万余元，
将大溪河翠堤段过去的2公里河堤
延伸至2.8公里，在这新增的0.8公
里中，修建了栈桥、仿木栏杆、亲水
观景台、休闲亭，还将大溪河水引入
低洼处，打造生态涵养池，在大溪河
畔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而在陶家镇治安村，美丽乡村
风斗岩项目的竣工，也为当地增添
了一道依山傍水的美丽风景。陶家
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秦勇介绍，
治安村风斗岩过去是一个山坪塘，

一直用于农业灌溉，今年，当地结合
乡村振兴的实施，在风斗岩打造了

“连湖鉴山”景点，新建了溢水坝、六
角亭、步道、停车场等设施，营建水
体绿化带1.2万平方米，栽植了水
彬、石榴、天竺桂等景观树木 300
株。项目竣工后，不仅为当地农民
群众提供了一处休闲胜地，同时，也
吸引了不少区内外游客到治安村观
光游览，助力了当地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

老百姓关心的事
就是最大的民生实事

“老百姓关心的事就是最大的

民生实事。”陶家镇镇长王飞介绍。
今年，陶家镇围绕困扰该镇多年的
饮水不净、饮水不足的问题，实施了
树立村水厂蓄水循环水池工程，治
安村、锣鼓洞村人饮管网改造工程，
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清洁充足的“放
心水”。

在陶家镇树立村，当地村民饮
水水源是地下溶洞水，但每年5—10
月汛期来临时，水源便浑浊不堪，即
使经过水厂处理也仍然浑浊，老百
姓意见很大。为解决这一问题，今
年，陶家镇投入143万余元实施了
树立村水厂蓄水循环水池工程建设
及树立村人饮管网改造，循环水池

建成后，水厂抽取的地下水将进入
循环池进行沉淀处理后，再输送到
居民家中，解决了当地482户居民、
1352人安全饮水问题。

王飞介绍，今年陶家镇实施的
民生实事项目与九龙坡区“十有”民
生体系一一对应，涉及到修路、扶
贫、完善公共设施等诸多方面，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高度好评，目前这10
件民生实事已全面完成，镇政府正
在收集群众意见，协调开展明年的
民生实事项目，让更多的老百姓受
惠。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九
龙坡区陶家镇政府提供

绿色田园 摄/杨孟

大溪河休闲步道 乡村公路 摄/李显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