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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琦

谁来监督纪委，做到打铁者自身
硬？怎样防范“灯下黑”，对监督执纪权
力进行规范？

这些，都是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也
是各级纪委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自己动刀，肃清害群之马；补精神
之钙，理论武装头脑；扎制度之笼，立规
自我约束。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履行承
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把自己摆进去，正
人先正己。

踏上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纪检监察
系统正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
断在新征程上夺取新胜利、续写新篇章。

肃清害群之马，德才兼备选人用人

2017年3月，中央纪委驻国家民委纪
检组原组长曲淑辉因严重失职失责问题
被立案审查；

2017年4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
视专员张化为因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

2017年8月，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
组原组长莫建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
织审查……

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职位多高，只要
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坚决将其清除出纪
检监察队伍。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央纪委机关立
案查处机关干部22人，组织调整24人，谈
话函询232人；全国纪检系统处分1万余

人，组织处理7600余人，谈话函询1.1万人。
在被查处的案件中，既有中央纪委

机关干部，又有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干
部；既有在职干部，又有退休干部；既有
严重违纪违法的，又有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监督责任失职失责的，释放出加强纪
委自我监督一刻不松、半步不退的鲜明
态度，树立了鲜明政治导向，发挥了强有
力震慑作用。

守林护林“啄木鸟”队伍更可信赖。
在清除队伍腐败分子的同时，也在选优
配强干部队伍。

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全国纪检监
察系统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提名考察德
才兼备的优秀干部，选优配强领导班
子。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十八大以
来，中央纪委机关、派驻纪检组干部交流
1314人次，纪检监察队伍精神风貌、能力
素质明显提升。

补足精神之钙，学思践悟提高本领

2017年1月，一部专题片引发了舆论
热议。

在这部名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专题
片中，原本立下规矩不收人钱物的金道铭
最终却收受他人财物高达1.23亿元；辽宁
贿选案中，辽宁省纪委监督责任缺失，时任
省纪委书记王俊莲缺乏担当而被问责。

而片中陈丽华、李泉新等不怕“为官
伤亲”、不怕得罪人的纪检干部，深受群
众爱戴，在与贪污腐败和歪风邪气作斗
争的过程中，不仅始终廉洁自律，更大胆

作为、勇于担当。
对纪检监察干部而言，专题片中的

人和事都是身边人、身边事。影片的制
作和播出，是纪检监察系统“以案说纪”

“以案代训”的生动体现。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
伍，离不开学习，离不开理想，离不开信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
记赵乐际同志对纪检监察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高度重视，要求坚持原
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学
出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强烈的责
任担当、更加纯粹的忠诚和觉悟。中央
纪委领导同志为机关党员讲党课，机关
局处级干部定期接访，经常开展谈心家
访，增强宗旨意识和群众工作本领。

全国纪检监察队伍聚焦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抓好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
十八大以来，共举办培训班1000余个，培
训各级纪检监察干部17.8万余人，其中仅
2017年就培训了4.1万余人次。

扎牢制度之笼，盯住险滩防腐拒变

2017年1月8日，十八届中央纪委七
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首次对纪
委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作了
明确规定。这是中央纪委履行承诺，全

面从严治党首先把自己摆进去的重要举
措，释放出正人先正己的强烈信号。

问题线索分类处置，严格审查时限，
全程录音录像，执行回避制度，实行打听
案情、过问案情、说情干预登记备案制度
……规则吸取落马纪检干部的惨痛教
训，瞄准权力运行中的风险点，体现了鲜
明的问题导向。

“规则是纪检系统对曾经出现的经
验教训的总结，从制度层面回答了‘谁来
监督纪委’的问题，完善内控机制，通过
一种科学规范的制度设计，把监督执纪
的权力也关进制度的笼子。”中央党校教
授谢春涛指出。

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
统集成，制度的笼子不仅越织越密，制度
蕴含的力量也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2017 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81.4万
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
函询47.3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
次的58.1％；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
织调整26.1万人次，占32.1％；第三种形
态纪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4.5万人次，
占5.5％；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
立案审查3.4万人次，占4.2％。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从理论走向实践，分类进行
通报，更加细化、常态化。

“成人者必先自成”，各级纪委强化
自我监督，自觉接受党内和社会监督，树
起严格自律的标杆，成为一支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
检干部队伍。

以铁律锤炼打铁人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队伍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综述之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法》、国务院《人工影响天气
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
国气象法实施办法》、四川省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甘
孜藏族自治州气象条例》有关
条款的规定，甘孜州人民政府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将根据全
州气候特点和防灾减灾需要，
适时开展以抗旱、森林防（灭）
火、资源性人工增雨（雪）以及
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为目的的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为切实加
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管
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有序应对意外作业
事故发生，现发布 2018 年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一、作业时间：1月-12月。
二、作业影响区域：甘孜州

辖区范围。
三、作业用武器装备：

WR-98型、BL-1型、WR—1D
型车载火箭和“三·七”高炮。

四、在需要作业期间、作业
区域内具备作业天气条件时，
将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所
在乡村和城镇社区要做好人工
影响天气作业安全宣传教育等

工作，并注意以下事项：
1.群众不得在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现场围观。
2.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用火

箭弹、炮弹均属于易燃易爆的危
险品。作业区内的单位或个人，
如拾到故障弹或火箭弹、炮弹残
骸，严禁自行敲打、拆卸、搬运、
玩耍，以避免人员伤亡事故。并
请立即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甘
孜州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3.一旦发生人工影响天气
作业意外事故和落地未爆炸的
火箭弹、炮弹时，人和牲畜应立
即撤离该地点，立即报告所在
地乡镇（街道）、派出所或甘孜
州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并协
助保护好事故现场。

4.违反上述公告内容并造
成事故者，责任自负，给国家和
他人造成损失的还应追究其经
济和法律责任。

甘孜州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联系电话：0836—3836707。

特此公告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2018年1月12日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公告

记者10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了解到，人社部等六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铁路、公路、水
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
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将在
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就业的
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出台的通知明确了可以按照
项目或标段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或
工程合同价的一定比例参保缴
费，对工程总造价大、机械化程度

高、人工成本占比较低的工程建
设项目，可以按照人工成本乘以
工伤保险行业基准费率的方式计
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这位负责人强调，各类工程
建设项目在办理相关手续、进场
施工前，均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或
监管部门提交施工项目总承包单
位或承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证
明，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

“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
（据新华社电）

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将享受政策红包

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

当日，虽然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昆明遭遇低温天气，但不少市
民和游客穿上厚厚的冬装来到滇
池大坝，观赏在此越冬的红嘴鸥。

1月10日，人们身着冬装在昆
明市滇池大坝观赏红嘴鸥。

新华社 发

寒冬赏鸥

（上接第一版）
从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监管

方面入手。我州强化源头监管，严格
管控州内药品生产企业、医院制剂室
的生产、配制行为，在全州范围内开展
了特殊药品、药品委托生产、中药提取
物3个专项检查工作，以及为期7个月
的医疗机构制剂专项整治工作。通过
专项检查，共检查药品经营企业896家
次，检查医疗机构577家次，化妆品经
营企业1064家次。

服务市场 拓展产业

推动食品产业发展。我州构建
“一站式”服务平台，在强化监管的同
时，积极指导和帮扶食品生产企业尽
快获得市场准入资格，逐步培育和壮
大具有高原特色的食品产业和品牌产
品。多次组成工作组深入蓝逸高原食
品有限公司、得荣舞韵金沙生态酒庄
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上门服务和帮扶
指导，积极助力企业早日生产。特别
在去年9月，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
导帮助石渠太阳部落农畜土特产品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顺利取得了《食品生
产许可证》，成为我州首个获得 SC 证
的乳制品企业。

助推医药产业发展。我州积极衔
接和推动州政府与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签订《加强推进中藏医药和食品产业
园区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着力
加快我州特色产业发展，切实推进藏
区脱贫攻坚。扎实推进“甘孜州常用
藏药材炮制方法整理与研究”及藏药
制剂经方、验方清理，药材基源分析
研究等科研项目。目前，已筛选出
200 余个常用藏药材品种，拍摄藏药
材原植物图片 1440 余张、涉及 50 多
个品种，采集制作藏药材标本 27 个
品种，完成 200 个藏药材品种性状项
的实验室技术复核，《甘孜州常用藏
药材炮制技术》初稿编制工作已完
成。同时，该局还助力全域旅游发
展，全覆盖开展旅游景区和旅游沿线
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深入推
进景区食品经营动态风险管理，逐步
实现食品安全风险可控。

截止目前，全州共有 67 家食品生
产许可获证企业、5372 家食品流通经
营企业、4882 家持证餐饮服务单位、4
家药品生产企业、9家藏药制剂室、3家
藏医药研究所和333家药品、医疗器械
经营单位、577家医疗机构、829家保健
食品经营店和 1130 家化妆品经营门
店，产业市场初具规模。

我州多措并举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上接第一版）
朱生岭代表武警部队发言，

表示要坚决贯彻习主席训词，坚
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
席指挥，聚力练兵备战，忠诚履职
尽责，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

之后，习近平接见了武警部
队正师级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并
同大家合影留念。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
了中央军委授予武警部队旗命
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
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出席活动。各大
单位、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
和部队官兵代表参加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
授旗仪式在北京举行

（紧接第一版）十九大报告里谈到：伟大
的梦想必须建设伟大的工程，必须推
进伟大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
党的建设牢牢的抓紧抓实。近期巴塘
正在筹备召开“贯彻十九大精神加强
党建的工作推进大会”，党建是我们的

“导航仪”，只有把好了方向，巴塘这只
大鹏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展翅腾飞。
近期巴塘还将丰富完善一体两翼的发
展思路，一体是指脱贫攻坚事业，两翼
中的“一翼”是指社会稳定和民生事
业，在抓好稳定工作的同时全力打造
川滇藏结合部教育卫生文化高地，另

“一翼”是发展和产业，产业布局上是北
旅、中农、南水。北部是以措普沟为代
表的旅游产业正在强力推进，明年有望
全面开园，未来几年巴塘旅游将会迎来
新的热潮。中部是立足五彩藏乡总体
定位，全力建设莫竹百公里产业带，南
部是加快推进以四座大型电站为代表
的工业产业。形成旅游、农业、工业产
业的全面推进。有了党建引领，有了稳
定和发展，有了事业和产业，巴塘定会
在 2020 年如期实现和全国全省全面同
步小康的目标。

笔者：要实现这些目标，有什么具
体安排？

汪玉琼：要实现这些目标，没有良好

的法制环境和良序，一切都是枉然。当
前结合会议精神的贯彻学习，巴塘正下
力气狠抓依法治县乡村治理工作。全县
上下齐心协力，攻坚破难，破解了几件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过去想解决而没有
解决的难题。一是依法执政“拔毒刺”
重拳出击依法开展格木村的综合整治，
把九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彻底的
解决掉，在全县打出权威，教育了一批，
震 慑 了 一 片 。 二 是 依 法 行 政“ 割 脓
包”。全面整治土地乱象，努力抓好城
乡提升，土地整治是巴塘全县人民的强
烈呼声，今年巴塘县政府秉承法制巴塘
建设既要栽花更要栽刺的原则，宁愿现
在得罪人也不得罪巴塘历史和未来的
信心和决心，全面打响了土地保卫战，
在重重阻力中攻坚破难，目前取得较好
的成效，但土地乱象顽固容易反弹，因
而还任重道远，但我们将义无反顾的勇
往直前。三是依法治理“啃硬骨头”强
力推进了缉枪治爆，治理枪支隐患，有
力维护了巴塘和谐稳定的局面。

会议精神的贯彻关键是要在实践
中践行。在会议精神中，不仅可以找到
推进工作的方法，还可以找到解决问题
的钥匙。相信在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在
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巴塘的明天会
更加美好。

让高原江南再展新颜

丹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513323600016286 遗失作废。

和美家私
雅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发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513325000001687遗失作废。

雅江县央秀燃气有限公司
康定市地方税务局发税务

登记证副本，川地税字：5111221
9811104677501号遗失作废。

康定市金匠建筑工程经营部
德格县教育体育局在德格

县财政局领取的四川省政府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号为：
0793045023遗失作废。

德格县教育体育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

民医院发出生证明，身份证号：
513321200701030083 遗 失 作
废。 嘉央康珠

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妇幼
保健院发出生证明，编号为：
R510742515遗失作废。

孙绪静
康定路安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甘孜分行开立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5100180863605900
0007，核准号：J6810000218902)
遗失作废。

康定路安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启事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