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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修文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全

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以“作风建设年” 为契机，大力整治

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持续好转。 但是，仍

有少数党员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任其职不尽其责，存在履

职不到位，责任不落实，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直接损害党

和政府的公信力。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巩固“作风建设年” 活动成果，修文县纪委监委于日前

通报查处的 7 起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问题。

1.小箐镇财政分局局长王仁富违反工作纪律、上班时

间脱岗的问题。

2018 年 7 月 10 日，市纪委检查组到小箐镇对修文县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组在镇财

政分局检查相关工作时， 分局局长王仁富在工作时间擅离职

守，脱离岗位，观看他人打麻将，贻误工作。 王仁富对全县作风

建设年活动和市纪委开展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

理置若罔闻、顶风违纪，且市县两级的巡察还发现，王仁富存在

其他违纪行为。 2018年 9月，王仁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洒坪镇财政分局局长周遵超弄虚作假、伪造验收人

员签名的问题。

2015 年 4 月， 周遵超在尚未组织人员对上坝村两个

“一事一议” 项目验收的情况下，私自在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验收组成员” 中伪造了 5 个人的签字，并且在该项目的审

核、资金的监管上，不尽职责、不审核、不验收，导致上坝村

两个“一事一议” 项目道路验收长度与实际测量长度不符，

折合资金 26104.18 元，给他人骗取财政奖补资金留下可乘

之机。 2018 年 9 月，周遵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谷堡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何雁未尽职守、处置拉票贿

选信访件不力的问题。

2017 年 1 月，何雁牵头调查群众反映天生桥村村委主任

周尚荣在本次换届选举中存在拉票贿选问题时，工作不深不

细， 对在调查走访中有村民称存在拉票贿选情况视而不见，

草率作出“未能掌握确凿的拉票证据” 结论。 2018 年 6 月 12

日，谷堡镇人民政府认定周某某在天生桥村第十届村民委员

会换届选举过程中存在拉票贿选行为，作出了周某某当选无

效的公告。 2018 年 9 月，何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小箐派出所所长刘光洪不正确履职、未对赌博行为进行制止

和查处的问题。

2018 年 7 月 10 日 16 时 30 分许， 刘光洪在小箐镇财政分局二

楼一房间内，发现小箐镇沙坝村村委会主任雷吉平等人以打麻将的

方式赌博，刘光洪碍于情面，不正确履职，未对雷吉平等人的赌博行

为进行查处，后被市扶贫专项检查组发现，造成不良影响。 2018 年 8

月，刘光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大石布依族乡三合村党支部书记刘汉国利用职务之便、擅自

决定由其妻施工本村“一事一议” 项目的问题。

2016 年 5 月，刘汉国未按要求召开民主议事会议，而是利用职

务之便直接让其妻周训英牵头施工三合村湾子组至石硐乡大洪村

进组路“一事一议” 项目。 2018 年 7 月，刘汉国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6.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杜锦熙玩忽职守、不履行工作职

责的问题。

2013 年至 2015 年，杜锦熙任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

在实施的“益母草” 种植项目监管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 209.52 万元；同时，在项目种

植、验收过程中，收受该公司法人王某某红包礼金 8000 元。 2017 年

12 月，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判处杜锦熙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

处罚。 2018 年 3 月，杜锦熙受到撤职处分。

7.县农业局扶贫科负责人胡云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的

问题。

2010—2016 年，胡云任县农业局扶贫科工作人员、负责人期间，

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 209.52 万元；同时，在项目种

植、验收过程中，收受该公司法人王某某红包礼金 12000 元、金质习酒

1 件。 2017 年 12 月，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判处胡云犯玩忽职守罪，

免予刑事处罚。 2018 年 3 月，胡云受到降低一个岗位等级处分。

陈林 本报记者 章婧

今年国庆长假， 贵阳旅游市

场持续火爆，吸引了大批游客，呈

现出“人财两旺” 态势，旅游业发

展势头良好。

国庆期间， 花溪区各景区景

点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再创新

高， 共接待游客 197.09 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33% ， 旅 游 总 收 入

9.3334 亿元，同比增长 42%。

据花溪旅游部门有关人士

介绍，近年来，花溪区对各景点

进行升级改造，旅游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服务质量不断提高。 其

中，青岩古镇、天河潭、花溪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等景区景点因靠

近市区、交通方便、独特的民族

风情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等优势，

以及推出祖国母亲 69 周年诞辰

系列庆祝活动、 非遗文化表演、

民间文艺表演等文化活动，吸引

了众多省内外游客。 国庆长假，

孔学堂旅游人数达 10.95 万人

次、 青岩古镇旅游人数达 21.24

万人次、 天河潭旅游人数 9.06

万人次、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旅游人数达 25.55 万人次。

据初步测算， 国庆长假，开

阳县接待游客 183.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33%，实现旅游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 49.4%。 其中，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 180.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4.9%，实现旅游收入

10.2 亿元，同比增长 48.9%。

开阳县旅游市场呈现自驾

车游为主、乡村旅游火爆、温泉

旅游升温三大特点。 旅游景区以

新业态、新活动吸引游客，而生

态观光、乡村旅游则以金秋时节

采摘、手工作坊、农家美食等特

色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初

步统计数据显示，南江大峡谷接

待游客 14749 人次， 白马峪温泉

接待游客 59459 人次， 十里画廊

接待游客 181500 人次。各大景区

游客爆棚的同时，开阳县各大酒

店也迎来入住高峰，县内主要旅

游饭店平均出租率达 80%以上，

水东乡舍、河湾庄园、云山茶海

等特色精品民宿、特色客栈出租

率达 100%。

乌当区的旅游市场同样火

爆，国庆长假，乌当区共接待游

客 120.43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30.24% ，旅游总收入超过 7 亿

元，同比增长 38.36%。其中，温

泉旅游接待游客 59536 人次 ，

收入 1856 万元 ，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 736297 人次 ， 收入 6.463

亿元。

此次国庆假期， 乌当区各景

区通过下调门票价格， 推出旅游

套餐、 团购促销等优惠 20 余项，

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吸引游客。

其中，花画小镇开展的旗袍秀、小

丑巡演、菊花展、自然小课堂、热

气球体验， 万象温泉度假酒店开

展的大型水上综合演出、 亲子互

动游戏等 10 多项活动，吸引了大

量游客。

息烽县旅游接待人数、 旅游

收入均超四成，仍然以红色旅游、

温泉养生、富美乡村等品牌为主，

四川、 重庆及省内其他市州的自

驾一日游游客成为主力军。 国庆

长假， 该县共接待游客 8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6.4 亿元，分别

同比增加 40%、45%。

其中， 美丽南山田园综合体

接待游客逾 4.5 万人次， 实现旅

游收入 401 万元； 息烽集中营旧

址接待游客超 4 万人次， 实现旅

游收入 379 万元， 分别同比增长

40%、45%； 息烽温泉疗养院接待

游客 5.9 余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

入 663 余万元 ， 分别同比增长

40%、45%。 本次国庆长假，是美丽

南山田园综合体迎来开园后的第

一个“黄金周” ，息烽在此举办了

“走进南山·亲近自然” 大型户外

体验系列活动， 游客可在在园区

参观共享菊园、共享蜜园、共享果

园、共享田园等八大共享庄园，参

与山地自行车骑行、 露营综合体

验、蜂蜜产品加工、玫瑰花采摘、

丛林穿越、篝火晚会等活动，欣赏

苗族芦笙舞、龙灯、花灯、竹竿舞、

稻田抓鱼等民俗展演。

修文县温泉养生游和以猕猴

桃为主的采摘游较为火爆， 这与

修文县正处于避暑度假旅游向温

泉养生和采摘游的过渡阶段，以

及国庆期间该地气温偏低有关。

长假期间， 修文县共接待游

客 73.3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38.81%，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6.73

亿元，同比增长 33.16%。 其中，以

猕猴桃采摘为主的乡村旅游共接

待游客超 40 万人次；黔贵六广温

泉景区共接待游客 6173 人次，实

现综合旅游收入 665.8 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 45.04%、42.19%。

云岩区旅游市场总体呈现接

待过夜游客人数大幅增长、 自驾

游成为新亮点等特点， 接待游客

近八成是散客自驾游， 短途旅游

成为拉动区域旅游

发展的重要支撑 。

其中， 作为云岩区

主要热门景点 ，黔

灵山公园率先在全

省公园行业实现手机快捷支付、

扫码入园， 游客只需通过网络购

票， 刷手机二维码电子门票就能

直接进入公园 ， 成为游客热门

“打卡 ” 地， 累计接待游客约

40.2 万人次， 旅游门票收入约

127 万元。

南明区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有

序，据南明区旅游局统计，国庆长

假， 南明区旅游接待人数 73.19

万人次，旅游收入 13.3 亿元。 其

中， 阿哈湖国家湿地公园接待游

客 81878 人次， 辖区主要旅游饭

店平均出租率达 70%， 部分特色

精品酒店 、 特色客栈出租率达

90%以上。

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安全、

祥和的黄金周， 南明区旅游局组

织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大检查”“安全生产大检查” 等

行动，对辖区公园各种娱乐设施，

河流、索道危险地带进行检查，并

在国庆长假期间做好定人定岗值

守工作，保障了旅游秩序。

本报记者

本报讯 10 月 9 日， 由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通信标

准化协会联合主办的 2018 可信

区块链峰会在北京启幕，会上发

布了可信区块链产品评测结果，

清镇市 “链上清镇·智惠城乡”

项目获评全国 “可信区块链十

大案例” 。

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与应用

模式， 区块链被认为是互联网进

一步创新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为

了展示区块链应用创新成果，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采用“线上优

秀案例征集 + 线下编撰成书 + 案

例展” 的方式开展评选。 全国共

有 66 个项目参与区块链应用优

秀案例评比，获评全国“可信区

块链十大案例” 的分别是：清镇

市“链上清镇·智惠城乡” 项目、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和腾

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区块

链电子发票” 、广州开发区“政策

公信链”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图腾区块链版权

服务平台” 、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基于区块链的智能航

运管理应用” 、 中化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原油跨境贸易应用” 、攀

钢集团—成都积微物联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基于区块链的仓储管

理应用” 、徐州市公安局“淮海经

济 区警 务 区 块 链 共 享 协 作 平

台” 、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中

经天平事业部“司法电子证据云

（真证）” 以及西安纸贵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纸贵区块链版权

存证平台” 。

清镇市“链上清镇·智惠城

乡” 项目是一个以区块链技术

体系为支撑、以诚信体系建设为

目标的综合性政务平台 ， 运用

“区块链” 技术不可篡改的技术

特征记录、归集、完善和整合政

府部门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过

程中产生的信用信息，以及农村

根据村规民约采集的信息。通过

平台的场景使用，构建融合共享

的 清 镇 政 务 体

系，推动形成清

镇 社 会 信 用 体

系互通互联、协

同共享。

区块链具有防篡改能力，但

这仅限于数据在链上的时候，数

据写入链之前和数据离开区块链

之后都有可能被篡改，因此，链上

数据与对应物之间必须形成“不

可更改” 关系，才能保证应用真

正可信。

（胡俯茂 本报记者 龙润秋）

“链上清镇·智惠城乡”

入选全国可信区块链十大案例

本报讯 10 月 9 日， 观山湖

区卫计局印发《观山湖区医药购

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工

作方案》， 明确从即日起至今年

12 月，在全区统一开展医药购销

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提出，专项行动将重

点整治单位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

在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

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

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回扣的

行为； 医务人员在临床活动中，收

受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

企业及其代理人以各种名义给予

的财物、回扣或提成的行为；单位

接收药品、高值医用耗材等生产经

营企业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不

按照行政事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

明确如实记载、私设小金库、用于

少数人私分的行为。

《方案》要求，全区相关部

门在本月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

找今年以来医药生产、经营企业

存在的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

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

行为；医疗机构或相关人员存在

的收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商业

贿赂， 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行

为。 同时，对通过自查发现的违

法行为并已改正的，可依法依规

从轻、 减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对

拒不自查自纠、掩盖问题或我行

我素的，一经发现，从严从重处

理。 （本报记者 帅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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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全市各地旅游“人财两旺”

观山湖区卫计系统出台工作方案

整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

本报讯 10 月 9 日，记者从

高新区获悉， 国庆长假期间，该

区 11 家规上企业加班生产，共

创造工业产值 8964 万元。

为确保节日期间的生产安

全， 高新区召开安全生产紧急

会议， 区产业发展局还组织检

查组到园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先后检查了航宇科技、达

沃斯光电、 林泉电机、 高峰石

油、雅光电子、振华新材料、贵

阳航发精铸、中航发黎阳、凯襄

新材料、 时代沃顿、 大自然科

技、 石博士、 加来众科 13 家企

业， 重点检查隐患整改和新隐

患排查。 检查结果显示，各企业

节前隐患排查整改率达 90%以

上，检查组对新发现的隐患，下

达了两份整改通知书。 针对长

假期间休息的工业企业， 高新

区下发《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庆

节后工贸企业复产复工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要求企业做好

节后复工复产机器设备的维

护、检查，以及员工岗前培训教

育等。

节日期间， 振华新材料、时

代沃顿、航发精密铸造、高峰石

油、航天林泉、大自然、凯襄新材

料、雅光电子、达沃斯、航宇科技

等 11 家规上企业加班， 工业产

值约 8964 万元， 各企业生产秩

序良好。

（本报记者 王丹丹）

近日，云岩区金狮社区举办首届邻里文化节，以“致敬改革开放 共建幸福社区” 为主题，发动辖区企

事业单位、居民群众共同参与，通过采取器乐演奏、大合唱、舞蹈、京剧等形式，搭建服务社区群众、凝聚民

心、传递真善美正能量的平台，推动幸福社区建设。 活动共吸引 400 余人参加，经近 3 个小时的文艺表演，

最终评选出最佳节目奖 8 个、优秀节目奖 10 个、优秀组织奖 2 个。 本报记者 黄秋月 摄

国庆长假期间———

高新区 11家规上企业

创造产值近九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