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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召开后，巴塘县委组织
部坚持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
好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结合组织工作职能职
责，找准贯彻会议精神的着力
点，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党代会的决策部署上来。

该部紧扣思想政治提升工
作，将省党代会精神纳入思想
政治提升工作重要内容，作为
学习教育必学篇目贯穿始终，
指导督促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全面深入学习、完
整准确把握省党代会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以“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固定学习日”“老干部
讲党课”等为载体，采取专题辅
导、领读领学，研讨交流等方式
开展学习 300 余场次，印发公
职人员应知应会口袋读本300
余册，举办“三个一”主题活动
120 余场次，在“鹏城党建”及

“智慧党建”平台开辟党代会精
神解读专栏，营造线上线下学
习宣传省党代会精神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深化认识、凝聚共
识，推动干部职工坚决拥护“两
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同时，紧扣“铸魂提能”行
动，聚焦县委“六个重点”和争
创六个示范制定年度干部教育
培训计划，将省党代会精神作
为干部教育培训重要内容，坚
持重点班与轮训班、集中与分
散、线上与线下、县内与县外相
结合，分期分批对党员干部进
行培训，全面加强对党忠诚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党
纪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法纪警
示教育，不断加深对省党代会
精神的认识理解和深刻把握，
筑牢政治灵魂。目前，已举办入
党积极分子、到村任职选调生、
基层党建业务培训等 4 期，参
加上级调训5期。

将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

与推进年度各项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三防一保”、乡村振兴等
重要部署，推动党建深度融入
疫情防控、森林草原防火、基
层治理等各项工作；探索总结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寺
管会党建、交界地区党建和川
藏铁路地企党组织共建经验，
紧扣各领域党建工作特点，建
立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指导标
准，抓实村党组织评先定级和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纵深
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强化党建引领网格管理、小区
治理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在稳定发展生态民生等方
面的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落
实省党代会精神的自觉性坚
定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该部紧扣全县党员干部作
风建设年·“清风2022”六大专
项整治活动，认真落实中央、
省、州、县委关于作风建设的决
策部署，常态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管好用好驻村
队员、党员志愿队、乡村干部等
力量，聚焦群众需求、群众关
切、重点难点，开展“雪山上的
党旗”“有事找党员·党员伴您
行”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亮身
份、担使命、作表率，切实解决
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截至目前，17个驻山临时
党支部300余名党员干部化解
矛盾纠纷10余件，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 200 余件次。聚焦组
织工作薄弱点开展驻村帮扶、
集体经济、村级活动阵地建设
等专题调研 4 次，着力在人才

“引育用留”、干部“能上能下”、
党建品牌打造、城乡基层治理
等方面创新突破，将会议精神
用以推动工作、指导实践。

泽仁拉姆

勇担使命开新局
巴塘县委组织部推动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精神落地落实

甘孜日报讯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按照省委、州委统一安
排部署，近段时间以来，我州行
政审批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热潮。

6 月 20 日上午，甘孜州行
政审批系统法治能力和素质培
训班在成都开班，州、县（市）行
政审批局班子成员、党员干部、
业务骨干共50人参加培训。四
川省委党校副教授、博士徐林，
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暨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为题为
参训学员授开班第一课。徐林
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四川行程
为主线，重点从“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实质，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省发展的把脉定向”“习近平总
书记浓浓的四川情结和深厚的
为民情怀”“迈步新征程，有力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基本情况”等
方面，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通过专题学习，全体学员深
刻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
的重要意义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精神，纷纷表示，要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大局意识，忠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企
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化，更好满足
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构建高效
运行的政务服务体系，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州行政审批局 文/图

构建高效运行的
政务服务体系

我州行政审批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图为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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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我州教体系
统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加大“三防”建设投
入，狠抓校车安全检查，强化食品安全整
治，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全州学校安防设
施进一步完善，校园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
高，师生安全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进一步
增强，平安校园建设能力不断提升。

加大“三防”建设投入。打造立体化、
信息化防控体系，织密“人防、物防、技防”
3张网，建成教育应急指挥安全防控系统
平台和食堂食品安全智能化系统；整合各
项资金，安装防冲撞设备500 套，视频监

控和一键式紧急报警系统500套，建成智
慧食堂307个，全州现有500所学校完成
校园封闭化管理、专职安保人员配备、防
冲撞设备、视频监控和一键报警全覆盖及
护学岗“６个100%”建设任务。

狠抓校车安全检查。严格落实《四川
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强化与
公安、交通、应急等部门联动，加大对炉
霍、白玉、色达、泸定、石渠、乡城6县校车
监督检查力度，建立校车临检、违法提醒
机制，确保全州校车平安上路、依法运营。

消除校园安全隐患。组织专班赴全州

各县（市）及海管局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
督促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落实各项
安全责任制和安全规章制度，抽查学校
58所，发现安全隐患253处，投入整改资
金22.3466万元，完成整改199处，其余隐
患已建立台账加紧整改。

强化食品安全整治。全力保障师生
“舌尖”安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州各
县（市）学校食品供应商、校内食品经营单
位、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进
行抽查，发现问题隐患 275 个，现场整改
177个，交办违法案49个，停业整顿学校

周边食品经营单位3家，现场约谈学校负
责人5人。

深化平安校园创建。制发《平安校园
建设实施方案》，把平安校园创建作为提
升学校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将校园安
全稳定工作与“扫黑除恶”“反恐防暴”

“未成年人保护”等专项行动相结合，夯
基础、建机制、提能力、强治理。截至目
前，累计创建省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2
所、省级“平安校园”29 所、国家级“平安
校园”2所。

余彬

我州教体系统

深化平安校园建设 织密校园“安全网”

妙用“石刻”，激发廉政教育
新活力

6月20日下午刚放学，道孚县城小
一年级学生丹孜拉吉，就和母亲一起沿
着仓措噶布回到县城对面沟尔普的家，
经过村口的牌坊处，丹孜拉吉好奇地
问：“妈妈，快看这个上面有字？这个读
什么呀？是什么意思？”母亲顺着孩子
指的方向看去，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了这样的廉政石刻，不大的石头上
刻着“廉洁”两个大字。她蹲下来，告诉
孩子，这两个字读“廉洁”，廉就是公
正、洁就是干净，意思是说任何时候做
人要干净，做事要公平。丹孜拉吉幼小
的脸庞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用稚嫩
的声音说：“妈妈，我记住了，一定做干
净的人。”

在外地工作刚回到家的桂全听到
家里的老人说村里的变化，迫不及待地
到村上溜达一圈，亲身感受，经过村上
牛栏咖啡馆时，看到旁边的石头上刻着

“清正廉明”四个大字，金色的底、遒劲
有力的书法与村上的河流、民居混为一
体，夕阳西下，煞是好看，桂全忍不住掏
出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一刻。看着村里
的变化，他感慨地说：“以前这些都只能
在发达地区看到，这次回来看到村上将
石刻与廉政标语结合，既简单又有文化

特色，来村上旅游的人既能看风景又能
受教育，很有意义。”

据了解，为确保廉洁教育取得实
效，该县纪委监委在前期调研的基础
上，结合石刻具有民族化、通俗化、生
活化的显著特点，以乡土材料为依
托，将廉政文化融入乡村风貌改造各
项细节中，分别在 4A 级景区的泰宁
镇街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麻孜乡
沟尔普村打造了 6 个廉政石刻微景
观，让人们在欣赏精湛优美雕刻艺术
的同时，自觉感悟出廉洁自律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达到寓教于乐、润物无
声的教育效果。

活用“文化墙”，增强廉政教
育的实效

为切实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引导
作用，该县公安局与县纪委监委派驻公
安局纪检监察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政法队伍的优势和特点，以忠
诚、勤勉、廉政为精髓专题打造了办公
室廉政文化墙，民警王浩臣每天上班都
浸润在廉政文化氛围里，时刻警醒自己
要注意言行、刚正不阿。

该局的廉政文化墙设置于办公楼
的走廊，集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教
育性为一体，以“清、正、廉、洁”为主
题。图文并茂的格言警句、经典论述、

廉政书画等宣传展板深入直观，大家
上下班、闲暇经过都可以停下观看，时
刻警醒干警廉洁从业、踏实做事、步步
为“廉”。

面对丰富的廉政文化，王浩臣却对
其中的一个廉政书画墙情有独钟，他几
乎每周都要驻足观看，墙上左边写着

“忠”字，右边写了一个“心”字。他说，作
为一名政法干警，做事必须要公正、不
偏不倚才是“中”，而“心”代表着不忘初
心，才能忠诚干净。

今年以来，建设廉政文化墙成为道
孚县的新风尚，不少单位、村（社区）都
在结合自身业务工作创新廉政文化，如
该县税务局以税法为基础建设廉政文
化主题长廊，龙普村党支部设立“诚信”
石刻，廉政宣传与党员群众面对面、零
距离，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时时处处接
受廉政文化的熏陶、沐浴廉政清风、陶
冶廉洁情操。

巧用“漫画”，共筑反腐倡廉
家庭防线

干部的家风，一头影响着干部作
风，一头连着党风政风。近年来，道孚
县以廉洁家风建设为切入点，发挥妇
联部门优势，通过向党员干部家属发
放一封信、家风微课堂、助廉座谈会等
方式，延伸监督触角，助力优良家风引

领社会新风。
该县民政局干部雪刚忙完了一天

的工作，刚进家门，儿子就拉住他的手
朝客厅走去，“爸爸，我给你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说着，将自己绘制的以

“廉洁自律”为主题的画交给了父亲，一
把大伞上写着“廉洁自律”，伞下是幸福
的一家三口。“希望爸爸永远记得伞上
的话，一家人幸幸福福。”儿子用稚嫩的
声音说。

收到孩子别样礼物的父亲心领神
会，感慨之余将孩子抱住说：“儿子，爸
爸已将廉洁之伞撑在心中，抵御不良风
雨的侵蚀，让良好家风代代相传。”

目前，该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妇联
发出“家庭助廉从我做起”倡议，向监
督对象家属发放《道孚县纪委监委 道
孚县妇联致领导干部家属的一封信》，
希望家属把好家庭廉政关，传承廉洁
好家风，共同筑起反腐倡廉的家庭防
线。目前，已发放倡议书 2000 余份、

《一封信》519份。
“近年来，我县围绕清廉道孚建

设，充分挖掘本土厚重的红色文化，着
力推动红色文化、日常工作与廉洁文
化相融，以红色故事积极推动廉洁文
化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让清廉文
化深深扎根道孚大地。”该县纪委监委
负责人说。

沐浴廉政清风陶冶廉洁情操
道孚县廉政文化建设活起来实起来

甘孜日报讯“以前村里资金的使
用情况我们都不太清楚，现在能及时张
贴在村务公开栏上，每一笔资金动态和
去向都一目了然……”6 月 21 日，在雅
江县米龙乡本孜绒村，农牧民群众谈起
提级监督工作开展后村里发生的变化
连连称赞。

今年，雅江县纪委监委聚焦村（社
区）集体“三资”监督难题，通过一套机
制“明路线”、一个网络“聚合力”、一套
账本“清底数”、一份清单“明责任”，积
极探索实践村（社区）集体“三资”监督
新路径，以精准有效监督提升基层治理
效果。

一套机制“明路线”。坚持问题导
向，立足工作实际，推动米龙乡米龙村、

本孜绒村制定出台《农村集体“三资”提
级监督试点工作方案》，围绕村级“三
资”管理中的关键人员、关键领域、关键
环节，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明确“时间
表”“路线图”“任务书”。建立村级集体

“三资”提级监督试点“六大机制”，即清
单机制、监督机制、廉政档案机制、督查
机制、巡查机制、澄清机制，确保提级监
督工作有序推进。

一个网络“聚合力”。探索建立县纪
委监委牵头抓总，纪检监察室牵头，领
导班子成员联系指导，县纪委监委派出
提级监督员直接监督，乡镇党委负责，
乡镇纪委密切配合，巡察办常规巡察，
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协作的监督机制，着
力解决村（社区）在集体“三资”管理中

底数不清，资金使用不透明，项目操作
不规范、公开不及时，以及村务监督委
员会监督乏力等问题。探索实行“五查
五核”，即查资产清单、核资产现状，查
会议记录、核操作流程，查合同签订、核
资产使用情况，查资金往来、核资金资
产收益分配情况，查经办人员、核利益
关系网。

一套账本“清底数”。对村级“三资”
进行全面梳理，摸清底数、盘清底子、拉
出单子，建立村级“三资”台账和村（社
区）备案台账，并通过村务公开栏、“村
村响”、微信群等平台对各村的“三资”
清理情况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公开公
示，真正做到资金账目清、资产底数清、
资源分布清、主体归属清、债务债权清，

确保“三资”底数准确无误，不留死角。
一份清单“明责任”。精心制定村

级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三资”管理
流程图以及村级工程项目管理流程
图，条理清晰、一目了然；建立村级

“三资”小微权力清单，明确村务公
开、党建政务、“三资”管理、惠民惠
农、民生服务等 5 类，为村级小微权力
规范运行配上“说明书”，让小微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

雅江县纪委监委将深入开展“三
资”提级监督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
做法，在全县实现可复制、可推广、可辐
射的监督模式，真正打通基层监督“最
后一公里”。

扎西曲批

雅江县

打通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

图为丹孜拉吉和母亲在廉政石刻前驻足观看。

为增强廉政文化教育

实效，使廉政教育“长流

水、不断线”，近年来，道孚

县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创新

载体方式，有力推动廉政教

育有形有神，推进廉政教育

提质增效。

◎张德禧 文/图

正风肃纪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