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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节

为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白云区持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综述

坚定“政治站位” ，坚决

履行“两个维护”政治责任

一年来，白云区坚定“政治站

位”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

强化政治责任，以“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统领，抓好区

委中心组、常委（扩大）会议等学习

活动， 组织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 组织学习贯彻落实

《党章》《准则》《条例》，进一步严

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白云区把巡视巡察整改作为

检验“四个意识” 的“试金石” 和

协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

手， 区纪委监委第一时间成立党

风廉政建设专班，逐项对照中央、

省委、市委巡察反馈意见，加强整

改工作调度、 研究针对性整改措

施、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推动各项

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中央第四巡

视组移交问题线索 34 件全部办

结， 省委第一巡视组移交问题线

索 11 件全部办结。

同时， 该区积极推进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 去年

年初， 白云区监察委员会组建并

挂牌，推进派驻监督全覆盖，完成

了区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共

设置 6 个区级派驻纪检监察组，

实现对 57 家区一级党和国家机

关监督全覆盖和 5 家联系单位的

纪检监察工作。

聚焦 “四种形态” ，切

实把执纪监督挺在前面

围绕“监督” 的首要职责，去

年来，白云区聚焦“四种形态” ，

把纪律挺在前面， 通过谈话函询

使红脸出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强化日常监

督，真正体现严管厚爱。

全区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 处理 319 人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 182 人次、

“第二种形态” 119 人次、“第三

种形态” 11 人次、“第四种形态”

7 人次，监督执纪实现由“惩治极

少数” 向“管住大多数” 转变。 该

区充分发挥信访举报问题线索

“主渠道” 作用，整合人民群众监

督力量， 全年共接到群众来信来

访来电网络举报及其他方式举报

和上级单位转（交）办信访件 119

件次，办结 114 件次。

同时， 白云区认真做好执纪

监督“后半篇文章” ，进一步强化

监督执纪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

社会效果。 区纪委监委坚持违纪

事实必谈、违纪条款必谈、党员权

利必谈、思想教育必谈，进一步加

强对受党纪政务处分人员的教育

管理，2018 年现场宣布对党员干

部的处分决定 106 人次。 该区还

以案例通报为抓手， 通过组织开

展“一案一整改” 工作，召开警示

教育大会、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对照检查等方式确保警示教育到

位。 白云区将巡视巡察整改情况

纳入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日

常监督内容，推动纪检、组织、巡

察三方联动，确保问题整改“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

狠抓 “六个从严” ，进

一步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胜利

组织全区干部职工参加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专项

警示教育展，印发《作风建设应

知应会手册》6000 余本； 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17 起

23 人； 发现民生领域类问题 95

个，立案 95 件 95 人；全区 4 项专

项治理和 5 项专项监察发现问题

33 个，已整改完毕 30 个，正在整

改 3 个……

过去一年，白云区狠抓“六个

从严” ，进一步巩固党风廉政建设

成果， 进一步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

从严抓思想建设上，该区深入

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开展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落实情况监督执纪，推进警示教育

常态化， 加强廉政文化教育等；从

严抓政治巡察， 迅速组建巡察机

构，统筹推进巡察工作，前两轮整

改完成率达 95.6％，效果显著；

从严抓作风建设， 坚决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去年对

辖区相关场所开展专项检查 39

次，组织开展“四风” 交叉检查，

查出立整立改问题 43 条；从严抓

惩治腐败，对全区 63 个村居走访

全覆盖， 严厉惩治群众身边腐败

及重点项目重要领域腐败问题，

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

从严抓责任落实， 抓好党委

（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履行纪委

监委监督责任， 去年全区纪检监

察机关共立案 166 件， 结案 160

件；从严抓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和

深化“十二分制” 干部监督管理

机制，建立“三色卡” 预警机制。

新时代新机遇新作为。白云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干部将

继续坚定“两个维护” ，坚决履行

职责，努力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

作高质量发展，为当好贵阳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急先锋”“排头

兵”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本报记者 梁婧

完成区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设置 6 个区级派驻纪检监察组，实现对 57 家区级机关监督全覆盖；

统筹推进巡察工作，截至目前，已对 40 家单位（乡镇、社区）开展政治巡察，巡察覆盖率为 43.5％，通过巡察发现相关问题 653 个，发现问题线索

511 个，已立案 82 件；

强化日常监督，全区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处理 319 人次；组织开展“四风” 交叉检查，查出立整立改问题 43 条；

……

去年以来，白云区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区

纪委监委和全区纪检监察机关忠诚履行职责，聚焦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抓好主业主责，持续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为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

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

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

步则国进步……” 1 月 25 日上午，

在白云区大山洞社区服务中心五

楼的活动室里，社区专职“爱心妈

妈” 赵世荣正在带着辖区的八九

个留守、困境儿童练习朗诵《少年

中国说》，这个朗诵节目将参加大

山洞社区的春节联欢会活动。

“权玉，刚才这一遍，爱心妈

妈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要把声音

放出来，自信一点。 ”

“大家在念这一句时伸手出

来，记得要把手臂打直，这样看起

来才更有精气神儿。 ”

“芃屹，报幕的时候要把声音

放大一点，语速放慢一点，我们再

来一遍。 ”

……

孩子们一遍遍地诵读练习，

赵世荣在旁边纠正孩子们的语音

语调和动作队形。 其中，站在第一

排中间的一个活泼小男孩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

据赵世荣介绍， 男孩叫小芃

屹，今年 7 岁半，在白云一小读二

年级。 父母离异后小芃屹原本由

妈妈独自照顾，没想到 2017 年底

一场突发疾病夺去了妈妈的生

命， 他现在跟着年迈的外公外婆

居住，是社区的困境儿童。 社区了

解这一情况后， 从去年开始就常

常通知小芃屹来参加儿童幸福家

园的活动。

“我们不放心，都是送他到这

儿来，刚开始他比较胆怯、怕生，

不愿意跟其他人接触。” 芃屹的外

婆白桂菊说。 社区环保志愿服务

活动、 传统节假日作为小演员表

演节目、 参观科技展览……随着

参加活动次数的增多， 小芃屹逐

渐恢复了活泼好动爱笑的样子。

“在学校，有老师专门组织学习小

组辅导他学习，放学了，还可以去

社区参加儿童幸福家园的活动。

我跟他外公年龄都八十多了，多

亏了学校和社区对他多关怀多关

注，孩子才能这么快重拾笑脸。 ”

白桂菊说。

这只是大山洞社区多举措推

动关爱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的一

个缩影。 近年来，为解决儿童课后

监管和照料问题， 大山洞社区从

2012 年起全面启动打造儿童幸福

家园，特别是针对辖区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 该社区不断创新工作

方式，积极探索“两童” 服务新模

式，结合实际，推出了“日照料”

“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

“延时制” 工作机制，社区安排两

名专职“爱心妈妈” 坐班，组建了

成员达 530 余名的 “爱心爸爸”

“爱心爷爷”“爱心姐姐” 志愿者

队伍，以儿童幸福家园为依托，每

周开展各类活动， 寒暑假期间还

开设兴趣活动课程， 孩子们都可

免费报名参加， 解决了部分家长

的后顾之忧。 社区还针对留守儿

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积极联

系 21 位社会爱心人士与 21 名儿

童开展“一对一” 结对帮扶。

同时，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

爱心积分、爱心连线、爱心淘宝、爱

心救助、爱心公益“五爱活动” 关

爱青少年儿童。 目前，社区组织儿

童参加参加志愿服务等公益活动，

发放可兑换学习用品的爱心积分

卡 200 余张，参加公益活动 300 余

人次； 联系辖区

合力超市等 10

家企业帮助留守

儿童 21 人，赠送

书籍 200 册；收

集辖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等需求

信息 80 余条， 募集帮扶资金 1 万

元；组织党员志愿者、绿丝带志愿

者、心理志愿者等队伍，到社区儿

童幸福家园进行文化支教，并定期

到留守儿童中开展日间照料和心

理疏导。

……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

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

疆！ ” 记者离开儿童幸福家园时，

五楼的活动室内，孩子们仍在认真

排练，他们动作挺拔有力，字字语

气铿锵，《少年中国说》 在稚嫩童

声的吟诵下，在走廊里久久回荡。

本报记者 梁婧

用爱心共筑儿童幸福家园

———白云区大山洞社区多措推动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工作一瞥

春节长假期间 全区景点旅游收入同比增长逾三成

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里，白云区泉湖公园、欢乐世界等景点成了市民周边游的好去处。据介绍，白云区春节旅游市场以探亲游、短线游、

休闲游、亲子游、自驾游等为主，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全区各旅游景点市场秩序稳定，共接待游客 26.8 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23.8％，实现旅

游收入 10105 万余元，同比增长 31.6％。 期间无旅游投诉，景区未发生食品、治安、交通、生产安全等事故。 图为泉湖公园景区游人如织。

任艳 本报记者 梁婧 摄

年后忙复产

2 月 9 日，农历春节大年初

五， 位于白云区铝及铝加工产

业园的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

铸轧车间里，已是一片忙碌，工

人们正在对生产设备进行检

查，准备重启生产线。 据了解，

白云区积极推进辖区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 节前就进行摸排制

定计划，加强调度、统筹安排，

为企业协调做好各项生产要素

保障， 全力确保各家企业节后

正常复工复产，为实现首季“开

门红” 铆足干劲、开足马力。 上

图为贵州中铝铝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检查设备。

本报记者 梁婧 摄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

白云区切实抓好困难群众冬春

生活救助工作，日前，该区 2018

至 2019 年第一批冬春救助资

金已下发， 共计为 179 户受灾

困难群众发放现金 6.39 万元。

工作中， 为切实抓好冬春

期间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白云区民政局把冬春救助工作

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抓好落实，

强化组织领导， 由工作领导小

组牵头制定切实可行方案，调

配充足人力物力， 严格救助原

则和标准开展摸底排查。 各乡

镇坚持 “横向到边 ， 纵向到

底” ，对 2018 至 2019 年冬春期

间因灾生活困难需救助的困难

群众全面进行摸底， 建立工作

台账，准确掌握救灾底数。

白云区精准确定救助对象，

根据救助需求种类、数量和救助

时段，参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救

助，优先考虑倒房重建户、受灾

低保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特困

供养对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

员实际情况，确保救助及时。 向

确定的 179 户受灾困难群众及

时发放救助金，确保受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过节。

（本报记者 梁婧）

公安民警开展高频度巡防

确保春节期间治安平稳

本报讯 春节期间，为给广

大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

围，近日，白云公安分局从细化

任务、动态巡控、进攻盘查、科学

布警等方面入手，多举措开展节

日期间社会面巡逻防控。

据了解， 为确保春节期间

辖区治安平稳， 白云公安分局

结合辖区治安情况， 提前研究

制定了节日期间社会治安巡逻

工作实施方案，对巡防重点、警

力投放、 任务时间等作出具体

明确的规范，落实“定人、定时、

定岗、定责” ，确保巡逻密度和

频率，切实形成治安高压态势。

该分局强化动态巡控，要

求各派出所实行弹性和错时巡

逻工作机制，采取车巡、步巡相

结合，加强对重点地段、重要时

段的巡逻防控力度， 对人员密

集场所做到“见警察、见警车、

见警灯” 。在开展日常巡逻的基

础上，巡逻（特警）大队还将在

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开展进攻

性盘查集中行动， 强化对涉毒

人员、酒后有可能滋事的人员、

携带管制刀具的可疑人员、携

带物品与身份不符的人员等重

点人员和无牌无证车辆的盘查

力度，全警动员、多警协调，对

可疑车辆、可疑人员、可疑物品

做到逢疑必查， 挤压街面违法

犯罪嫌疑人的行动空间。

此外， 白云区进一步科学

布警，增加群众安全感，将社会

面巡逻管控力量辐射到支、次

干道，并向居民小区延伸，做到

警力跟着警情走； 街面巡逻力

量结合便衣反扒巡逻， 实现情

报收集工作前移，做到早发现、

早上报；110 网格化接处警无缝

对接，全天候屯警街面，高调亮

警，开展接警、巡逻、防范和服

务工作， 全面增强群众节日期

间安全感。

截至目前， 白云公安分局

共接警 186 起， 刑事案件发案

同比下降 56%，盗窃案件同比下

降 50%，救助 150 余人。

（本报记者 梁婧）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

白云区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

设，去年完成新造林、抚育及补

植补造面积 2418.8 亩，全区造

林成林率、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

复率均达 100％，森林覆盖率提

升至 44.49％，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

在保护和发展林业生产建

设的同时，白云区完成“百山”

治理 16 个地块 267.64 亩，完成

义务植树 20 亩； 在沙文镇吊堡

村、 苏庄村完成重点区域绿化

608.27 亩；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林业有害生物越冬代调查、春季

林木种苗产地检疫、松材线虫病

春季普查及枯死松树的清理工

作、松材线虫病疫情集中普查及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落实

天保二期森林管护面积 11.67

万亩， 与 19 个专职护林人员签

订管护协议；全面完成国家级公

益林兑现， 兑现面积 42700 亩，

兑现中央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62.9825 万元；切实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 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工

作，去年无火警无火灾，完成森

林防火春防目标。

该区加强林政资源管理，

严格木材采伐， 实行木材采伐

台账管理。 截至目前，未出现超

限额核发采伐许可的情况；重

点节假日前均开展木材安全生

产检查工作， 未发现重大安全

生产隐患；完成旅游环线、艳山

红标准化厂房等项目征收农村

集体土地林木补偿 496 余亩，

补偿金额 839 余万元； 受理上

报使用林地项目共 7 个； 严守

辖区林地保有量红线， 与息烽

县达成建设项目异地有偿使用

林地合作意向， 签订相关合作

协议，完成异地补偿相关工作。

推进林业产业发展方面，

为充分发挥辖区资源优势，推

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

做优做强生态经济， 白云区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花卉苗

木 2000 余亩，并在沙文镇对门

山村、 麦架镇麦架村建立北美

海棠栽培示范点及玛瑙红樱桃

栽培示范点， 有效推进了生态

建设产业化。

（本报记者 梁婧）

去年完成新造林、 抚育及补植面积

2400 余亩

全区森林覆盖率升至 44.49％

本报讯 近期， 白云区多

举措全力做好春节森林防火安

全工作，截至目前，未发生一起

火灾事故。

据了解，春节期间，民俗庆

典、燃放烟花爆竹、祭奠扫墓等

活动增多， 野外火源管理难度

加大，极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为坚决遏制安全事故的发生，

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白云区生态局提前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 安排部署

春节森林防火工作。 区森林专

业消防队员全员集中食宿，做

好做足准备工作， 随时预备对

森林火灾进行扑救。

白云区在都溪国有林场

重点防区路口进行设卡巡查，

分片划段定人定岗，严禁火种

进山，对整个控制火源工作做

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做好防

火值班记录，要求值班瞭望人

员 24 小时在职在位， 随时监

控火情，并监督护林防火应急

车辆及通信设施随时处于良

好状态。

此外， 都溪国有林场准备

森林防火物资 2 号工具 400

把、风力灭火机 7 台，森林防火

运兵车 1 台， 以保证一旦出现

火情、火灾，有充足的防火物资

进行战斗，确保“打早、打小、打

了”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该

区还强化宣传， 增强全民防火

意识，通过多媒体、横幅、标语、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加大对

林区内商贩和游客森林旅游宣

传教育工作力度， 营造文明旅

游和安全旅游氛围。

（本报记者 梁婧）

白云区全力做好森防工作

春节期间未发生森林火灾

全区切实抓好困难群众冬春生活救

助工作

第一批冬春救助资金发放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