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确保汛期市民

安全出行和安全生产， 落实深

化排查，近日，白云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在辖区全面开展市政设

施隐患排查工作。

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专

门建立市政设施巡查队， 以道

路安全隐患、 排水管网隐患等

为重点， 对白云区城区的市政

设施安全隐患进行详细、 全面

的摸底排查， 实时更新排查工

作记录台账， 及时安排维修养

护，确保车辆和行人的安全。 目

前， 共维修及更换护栏 99 米、

修补车行道 8.6 米、 修补盲道

9.6 米、 更换标识标牌 1 块、修

补道牙 15.4 米、维修隔离石墩

15个、更换井盖 2 个。

为保障市政排水管道（雨

水、污水）正常运行，工作人员

还对白云区城区排水系统进

行检查疏通。 目前，已更换水

篦子 5 个、在盐沙大道清理边

沟 2 处、在云峰大道疏通管网

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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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

传达相关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本报讯 8 月 7 日，白云区常

委（扩大）会议举行，传达学习近

期省、市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措施。

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党对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牢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 提升融媒体工作水

平，坚持服务基层导向，不断提高

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水平。要切

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风险意

识、强化隐患排查、强化底线思维，

坚决防范和遏制较大安全事故发

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要以全区半年经济

工作会议的要求为重点， 结合实

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省、市会议

精神，全力推动白云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

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的能力； 要坚持抓具体抓深入，做

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实

际成效体现守初心、担使命。

会议要求， 要全面加强党对

审计工作的领导， 深化审计职责

履行、推动审计监督全覆盖、强化

审计结果运用、 着力建设审计铁

军， 不断推动审计工作迈上新台

阶；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共贵州省

委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实施

意见》精髓要义，坚决抓好贯彻落

实，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全

力支持部队建设， 突出抓好示范

创建、服务保障、关心关爱等各项

工作，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要强化思想认识、组织保障、制度

保障， 进一步深化耕地保护工作

的认识，全面提升工作水平，不断

提升全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效

率； 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格局

推动区属平台公司转型升级，持

续加强党的领导、 制度建设和干

部配备等工作， 为全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王超）

区委调研组强调

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以更高政治站位推进水环境治理

本报讯 8 月 8 日，白云区

委调研组对麦架河流域进行调

研并举行大路河水环境治理工

作专题会，强调要切实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以更高政

治站位推进全区水环境治理。

据了解， 麦架河是白云区

长度最长、 流域面积最大的一

条河流， 全区主要产业及居住

用地大都分布在麦架河流域范

围内。 调研组查看了麦架河干

流、河口水环境情况，详细了解

了周边环境、 配套管网建设和

治理措施成效等， 现场分析治

理方案，研判优化整治措施。

在随后举行的大路河水环

境治理工作专题会上，调研组强

调，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引，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政治责任，以更高政治站位推进

全区水环境治理，让人民群众在

良好环境优美生态中生活。

调研组要求， 要以更加坚

决坚定的态度， 集中力量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进一步

树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行

的理念，建立长效机制，杜绝问

题反弹， 全力提高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要坚持

系统思维推动工作， 把水环境

治理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既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又要

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既要抓大

放小、 以大兼小， 又要以小带

大、小中见大，善于“十个指头

弹钢琴” ；要以问题为导向综合

施策， 聚焦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和相关要求，举一反三，解

决当前突出的短板弱项， 全面

排查新小区管网接驳， 把杜绝

直排作为硬指标、硬任务，一以

贯之地把保护水资源、 防治水

污染、 改善水环境和修复水生

态等主要任务落实到位。

（通讯员 王超）

又讯 8 月 3 日，白云区委

调研组对七彩湖综合整治项目

进行调研，并举行现场会，就整

治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

解决意见和建议， 分析治理方

案，研判优化整治措施。

（通讯员 陈佳佳）

本报讯 8 月 6 日，白云区

政府调研组调研全区部分重点

工业企业， 实地了解企业近期

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存在的主要

困难问题， 就进一步开展好精

准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调研组来到白云区水务有

限公司、 七冶压力容器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中车贵阳车辆有

限公司等企业， 听取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汇报， 就企业当前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详细沟

通，为企业想办法、出思路、谋

发展。

调研组指出，下半年经济下

行压力大，各工业企业尤其是重

点工业企业要稳住全年产能产

值。区属平台公司要加强与区内

工业企业的合作，优先采购区内

企业的产品， 促进企业做大做

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贡献。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市里

的有关要求，深入研究相关政策

与实际情况，防风险、保稳定，量

力而行，深化落实企业精准扶持

工作。

调研组强调， 相关部门要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拿出实际

行动， 仔细研究生产运营中发

现的问题， 加强政企之间的沟

通协调，及时解决问题；要细心

谋划，重视发展实体经济，逐步

改善相关机制体制， 强化管理

服务，确保基本配套设施到位；

要多支持产业产能板块， 深入

研究与相关企业深度合作的工

作方案， 确保企业产业产值有

效增长；要树立安全意识，加强

生产成本与风险评估， 做好各

项保障工作， 确保企业有效生

产运营。

（通讯员 张紫云）

区政府调研组调研工业企业

推进精准服务工作

本报讯 8 月 2 日， 白云

区税务局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大

山洞社区服务中心， 慰问辖区

退役军人家庭， 开展减税降费

优惠政策宣传活动， 帮扶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 辖区退役军人

及其家属等 70 余人参加。

据了解， 为落实好中央减

税降费的重大部署，帮扶退役

军人就业创业，8 月 2 日，白云

区税务局组织党员干部走进

大山洞社区，为退役军人家庭

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并开

展专场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宣

传活动。 区税务局工作人员以

案例分析 、政策解读 、现场咨

询等方式向退役军人广泛宣

传《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

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

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贵

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进

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和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 税收

优惠政策。

“请问如果我开个牛肉粉

馆，要办什么手续么？ 有什么优

惠政策？ ”“请问退伍军人自主

创业的话， 哪些行业可以享受

税收的优惠政策？ ” ……宣讲

中，退役军人不时提问，税务部

门工作人员认真解答， 现场氛

围十分热烈。

此次活动， 结合退役军人

实际， 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

详细解读。 大家纷纷“点赞” ，

并表示此次宣讲“很解渴”“接

地气” ，希望今后多组织开展这

样的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区税务局———

宣传减税降费优惠政策

帮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全面排查市政设施安全隐患

本报讯 8 月 1 日，记者从白

云区获悉， 该区扎实开展脱贫攻

坚存在问题专项治理， 为决胜脱

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截至目前，

已完成 8 个问题的整改工作，涉

及资金 60.2 万元，对重点部门开

展专项检查 12 次， 发现问题 34

个，立案并结案 34 件 34 人。

在扎实开展贫困人口漏评错

评、错退大排查工作方面，白云区

组织区、乡、村三级扶贫系统、民

政系统干部， 举办贫困人口漏评

错评、 错退和低保人口识别培训

会，严格执行国家脱贫标准，开展

大排查工作。 截至目前，未发现存

在漏评错评、错退现象。

在扎实开展扶贫资金使用不

规范专项治理方面， 该区拟定

《2019 年白云区扶贫资金使用不

规范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 的资金投入、资

金拨付使用、监管等方面，开展治

理工作，排查出问题资金 2460.54

万元，包括闲置资金、趴窝项目资

金、财务管理不规范资金等。 截至

目前， 已完成了 8 个问题的整改

工作，涉及资金 60.2 万元。 同时，

该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全区扶贫

资金、扶贫项目进行了审计。

在扎实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方面，白云

区制定下发《白云区扶贫领域腐败

和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白云区区级扶贫民生领域问题线

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制度》，

明确扶贫民生领域 17 家责任单位

和 12 个乡（镇、社区）定期向纪检

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 该区深入

查找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线

索，对全区 11 个乡（镇、社区）共

63 个村 （居）、5863 户、7621 人进

行走访 ， 行政村走访覆盖率达

100％。 目前，共对重点部门开展专

项检查 12 次， 发现问题 34 个、立

案 34 件 34 人、 结案 34 件 34 人、

党政纪处分 22 人； 发现冒领“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 问题线

索 1件，立案 2件 2人。

在扎实开展驻村帮扶不扎实

专项治理工作方面， 白云区于 6

月初举行驻村帮扶不扎实专项治

理动员部署会暨 2019 年上半年

同步小康驻村工作推进会， 并制

定 《白云区开展驻村帮扶不扎实

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问

题清单、帮扶清单；全区第一书记

和驻村干部围绕宣传相关扶贫政

策集中开展遍访， 遍访群众 2355

户，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11

个； 全面督查全区第一书记和驻

村干部到岗到位情况、 履职能力

情况和发放待

遇情况； 乡镇

党委对驻村干

部开展谈心谈话 70 人次。

同时，白云区扎实开展扶贫

政策落实不到位专项治理，制定

了脱贫攻坚存在问题专项治理

“1+3” 工作方案 ，区交运局 、区

卫健局、区教育局、区住建局、区

人社局围绕脱贫攻坚政策制定

相关工作方案， 并启动排查、整

改工作。 目前，已完成医疗扶贫、

教育扶贫 、住房安全保障、农民

专业合作社“空壳社” 等清理排

查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全区开展脱贫攻坚存在问题专项治理

已整改完成 8 个问题，涉及资金 60.2 万元

本报讯 8 月 6 日，记者在贵阳白

云农创共享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建设项

目 （贵阳白云沙文共享农创城项目）

现场了解到， 该项目作为白云区 2019

年“双重” 项目之一，目前已完成总工

程量的 70％，预计年底可建成投用。

据了解， 该项目位于沙文镇沙文

村，紧邻贵遵高速、盐沙大道，交通区位

优势便利。项目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

将建设集果蔬、茶叶、海鲜等农副产品

批发中心、产地市场、区域性专业交易

市场、农资连锁经营市场，以及酒店、餐

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体，分为商品交

易、物流快递、办公管理、生活服务四大

功能区块。

该项目是由沙文镇政府主导，沙

文村整合资源，采取“党支部 + 合作

社 + 党员 + 致富能手 + 农户” 模式实

施的农村“三变” 改革项目，成立“贵

阳白云沙文共享农创农民专业合作

社” 对项目进行管理运营，贵阳云城

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沙文镇国资

公司、沙文村集体、沙文村村民等共同

投资入股，辖区失地农民、被征拆群众

等通过入股、就业等方式，参与项目共

享运营，共同增收致富。

目前， 项目的 1、2、3、4 号楼已接

近封顶，5、6 号楼正在内装修，7、8 号

楼已完工， 总工程量已完成 70％，预

计今年年底可建成。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文 /图）

白云农创共享农副产品批发中心预计年底投用

站牢巡察“落脚点” 做深做实“后半篇文章”

———白云区全力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综述

探索“三种方式”

力保巡察整改见效

白云区委扎实组织“回访评

估” 、提出巡察建议、开展示警约

谈， 力促巡察整改见实效。 去年

以来， 白云区委派出回访组对麦

架镇、都拉乡等 13 家单位的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回访，通过“群众

满意率、 整改到位率、 移交事项

办结率” 三个指标，对被巡察单

位整改措施落实和移交事项办理

效果予以评估， 有效提升整改效

果及整改率。

同时，针对巡察“回访评估”

中部分单位整改效果不理想的情

况，巡察组先后向都拉乡党委、区

经贸局党组等制发了 《巡察建议

书》，进一步督促被巡察单位扛起

整改主体责任。 在向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反馈意见两个月后， 针对

整改率较低的单位， 白云区委明

确要求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负责

人进行示警约谈。 去年，该区对麦

架镇党委进行了示警约谈。

把好“三道关卡”

持续彰显“利剑” 作用

工作中，白云区委把好“反馈

关” 。 在巡察反馈前，由区委巡察

办对反馈意见严格把关， 坚持分

层反馈， 由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组织举行巡察集中

反馈会；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参与每个被巡察单位的单独反馈

会， 分别向被巡察党组织主要负

责人和领导班子反馈巡察意见。

把好 “整改关” 。 巡察反馈

后， 区委巡察办及时将巡察反馈

意见、 巡察单位存在问题梳理抄

送被巡察单位分管区级领导，明

确区级领导履行督促检查分管

（联系）单位巡察整改主体责任。

通过被巡察单位主动向分管联系

区级领导报告巡察反馈问题整改

有关情况， 以及区级领导及时指

导、 督促落实整改的 “双向互

动” ， 有效提高了整改成效。 目

前， 区委前四轮巡察按规定反馈

整改的问题 972 个， 已落实整改

944 个、 正在整改的问题 28 个，

整改完成率 97.1％。

把好 “移交关” 。 巡察结束

后，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针对

巡察发现的问题线索进行研判，

统一标尺，针对具体问题分析原

因、提出对策。 九届区委开展巡

察以来 ， 已移交问题线索 634

个，其中，移送市委巡察办 1 件，

区纪委区监委 619 件，区委组织

部 14 件。

抓实“三个一批”

发挥遏制震慑治本作用

白云区委通过做实跟踪督办

一批、组织调整一批、通报批评一

批，发挥巡察遏制、震慑、治本作

用。 针对巡察移交问题线索严格

实行“台账式管理” ，实行对账销

号， 区委巡察办每月安排专人与

区纪委区监委、 区委组织部等线

索接收部门对接问题线索办理进

度， 要求线索接收部门接到问题

线索后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开展

调查,3 个月内反馈查处情况。 截

至目前， 区委组织部已办结 11

件，区纪委区监委已立案 102 人。

同时，针对政治上不守规矩、

廉洁上不干净、 工作上不作为不

担当或能力不够、 作风上不实在

的领导干部， 白云区委坚决进行

组织调整，对整改落实不重视、不

认真、不负责的，敷衍应付、行动

缓慢的，突出问题整改不力的，将

严格按照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严肃处理。

此外， 区纪委还向全区印发

了《关于白云区 2017 年巡察发现

并查处的 10 起典型案例通报》

等，通过通报身边人身边事，达到

通报一个、警醒一片的政治效果，

切实维护全面从严治党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前四轮巡察中反馈整改问

题 972 个，已落实整改 944 个、

正在整改的问题 28 个，整改完

成率达 97.1％； 白云区九届区

委开展巡察以来， 已移交问题

线索 634 个； 巡察移交问题线

索严格实行“台账式管理” ，实

行对账销号，截至目前，区委组

织部已办结 11 件，区纪委区监

委已立案 102 人……

自巡察工作开展以来，白云

区委将强化整改落实和成果运

用作为巡察工作的关键一环，探

索“回访评估” 、巡察建议、示警

约谈“三种方式” ，把好反馈、整

改、移交“三道关卡” ，做实跟踪

督办、组织调整、通报批评“三

个一批” ，站牢巡察“落脚点” ，

做深做实巡察“后半篇文章” ，

有效发挥巡察“利剑”作用。

图为工人在项目现场抓紧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