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问题导向

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关注企业实际困难

成立专项检查组开展监督检查

链接

1.“清廉蓉城”网站（网址：www.ljcd.gov.
cn）“成都市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
监督举报专区”；“成都市服务民营企业监督举
报专区”。

2. 举报电话 ：028-12388（8∶30-12∶00、
13∶30-18∶00 时段为人工接听，其余时段为电
话录音）。

3.“清廉蓉城”微信公众号在线举报。

4. 来信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悦西路 88
号成都市纪委监委信访室（邮编610042）。

服务民营企业和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系统治理监督举报方式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成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防疫物资补助发放是否到位？”“根据疫情期

间的实际情况，是否可以对工作方式进行改进，以
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作为认定购买防疫物资的
凭证？”

⋯⋯
近日，成都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陈丽和检查组其他成员一起来到了成都市发改
委，了解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为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
和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助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等
重点工作，连日来，市纪委监委组织4个专项检查
组，对市住建局、市人防办、市卫健委、市经信局等
12 个市级部门以及各区（市）县开展重点行业领
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及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作为护航民营经济政策的制定部门，市发改
委是此次检查的重点单位之一。疫情发生以来，
我市出台了稳定经济运行“20 条”、恢复经济秩序

“33 条”、扶持小微企业“18 条”等相关政策，检查
组针对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根据相关政
策，购买防疫物资可获得相关补助，这项工作由市
发改委牵头负责，那么，补助是否发放到位？检查
组对此进行了关注，市发改委体改处处长黄强表
示，根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补助已经发放到
位。

在此次检查过程中，成都市监委特约监察员
岳凡宋也一起参与监督，他就企业获取补助方面
向职能部门提问，并得到了相应的答复。“我希望
各职能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不能教条化，要有
担当和使命感，真正服务好企业。政府要到企业
多走走，不能让政策只停留在文件上。”岳凡宋说
道。

除走进市级部门外，检查组还深入各区（市）
县开展督导，从企业遇到的具体问题着手，关注企
业实际困难。在金牛区，检查组督促当地开展产
业扶持资金审批、拨付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对照扶
持资金相关政策筛查近两年审批发放的扶持资金
1000 余笔，重点查找审批、拨付环节中出现的不
作为、慢作为问题。检查组聚焦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深入金堂县走访，了解企业复
工复产存在的困难，并及时反馈至该县，督促相关
责任单位落实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我们主要针对各单位在服务保障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推动惠企政策落地、优化营商环境、引
导政商亲清交往、处置信访举报等，以及系统治理
工作在自查自纠、问题线索摸排、制度机制课题研
究等方面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市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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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四川省纪委监委印发《关于服务保
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十八条措施的通知》，要
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督促落实“六稳”“六
保”部署要求、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立足发展大
局，聚焦主责主业，创造性地抓好贯彻落实，努力
为全省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双胜利提供坚强保障。

成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省纪委监委和
市委相关要求，切实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做实做细日常监督，找准摸清民营
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痛点”“堵点”“难点”，着力
破解“新官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项目资金、
惠企政策措施“空转”等问题，坚决纠治损害营商
环境各类行为，推动转变政风行风，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9月1日，成都市纪委监委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再次
对外公布监督举报方式，设立的服务民营企业和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系统治理监督举报专区，专门受理在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中存在的新官不理旧账、政府拖欠企业项目资金、
惠企政策措施“空转”、服务保障企业消极懈怠、政商交往官商
不分等，以及涉及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在工程招投
标、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医疗卫生行业、人防系统等重点行业领
域涉嫌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在推进系统治理工作中存在的
履职尽责不到位、作风不严不实、工作措施落实不力和搞选择、
打折扣、走过场、应付了事、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的举报反映。

“我们紧紧聚焦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
题系统治理等重点工作，强力部署推动，再次公布监督举报方
式。欢迎大家如实举报，我们将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依规
依纪依法处理。”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进一步
畅通民营企业信访举报渠道，广泛收集企业诉求意见，坚持实事
求是、依规依纪的原则，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搞选择、打折扣、走
过场，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弄虚作假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市
纪委监委印发了《成都市损害营商环境行为问责办法（试行）》，
划出15类损害营商环境行为红线，截至今年 7 月，全市共查处
损害营商环境问题94件115人，通报曝光11件14人。

为坚决纠治损害营商环境行为，持续释放从严执纪强烈
信号，锦江区纪委监委严肃查处公职人员收受企业礼品礼金，
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旅游等违纪违规问题，持续正
风肃纪，引导政商亲清交往。该区及时通报曝光查处的违纪
违法典型案件，目前已通报曝光 4 起典型案件，进一步强化震
慑作用。

成都天府新区纪工委监察工委扎实开展“五个一”活动，即
制定一套保障民营企业发展落实措施、建立一套民营企业诉求
反映机制、健全一套民营企业诉求常态督导机制、督促解决一
批民营企业反映的问题、从严查处一批侵害企业利益问题案
件，更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优化天府新区营商环境。今
年 7 月以来，共收到涉及招投标领域破坏营商环境的检举控
告 2 件，受理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线索 4 条，查处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 17 件 23 人，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18
件17人。

青白江区纪委监委建立港区重点工作“亮灯”预警机制，缓
慢事项“黄灯”预警，滞后事项“红灯”督查提醒，连续两次“红
灯”事项函告提醒，并纳入监督问题台账管理。今年以来，已对
98个项目进行了亮灯管理。

“省纪委监委印发的《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
十八条措施的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
方面，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逐项回应，给民营企业应对疫情
冲击影响、坚定信心谋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市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成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发挥纪检
监察机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切实维护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为我市营商环境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陈艾 程廷静

“申报条件是如何设置的？视频中企业反映的
情况是怎么回事？”近日，一起关于惠企政策落实的
问题在新津区“一月一曝光”工作会上被曝光。原
来，新津区纪委监委在此前走访企业过程中，收到某
企业反馈的关于一项补助资金申报条件设置不合理
的反馈。随即，区纪委监委将问题拍摄成短片，在

“一月一曝光”工作会上播放，推动相关部门调整申
报条件，针对不同行业领域企业精准施策，为 11 家
企业新增补助资金 293.71 万元，确保惠企政策落地
见效。

新津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
位，强化靠前监督、一线监督，采取监督检查、走访调
查、曝光整改、查处问责等方式，持续跟进省、市、区
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督促主管部门细化政策清单、对
表落实、按标执行，积极帮助企业解难纾困，为优化
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同时开展社会民生情况大调查，派出纪检监
察干部深入企业收集企业难题。截至目前，全区纪
检监察干部共走访企业 400 余家（次），发放调查问
卷 500 余份，解决员工组织、经营销售、要素保障等
方面企业困难200余个。

“以前来回跑两三次才能办好一个业务，现在只
需到一个窗口一次性就办完了，节省了很多时间，对
我们企业非常受益。”近日，邛崃市纪委监委在该市
政务服务大厅随机走访了解企业办理业务情况。

邛崃市纪委监委围绕《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建设
成都西部区域中心城工作方案》，立足监督的再监
督，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督促
职能部门认真履职，坚决清除政商关系“污染源”，推
动邛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通过紧盯政务服务机构
在运行管理、工作程序、服务水平、工作纪律等 5 个
方面，督促邛崃市行政审批局重组完善审批体系，精
简行政许可和优化审批服务，推进“最多跑一次”和

“全程网办”改革。目前，邛崃市民中心推行“全科医
生”审批模式，全面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企业群
众现场办理实现 80%“一站式”服务，平均办事环节
减少30%以上。社保、不动产登记等领域19个服务
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市场准入、施工许可、交
管等 100 余个事项“掌上办”“指尖办”，为企业发展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按照省纪委监委
《关于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十八条措施》，
以及成都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5条相关要求，立
足职能职责，强化监督执纪，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
委、市委关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市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专
项监督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着力破解问题，
持续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广泛收集问题反映

从严查处形成强力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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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的桌上冰壶球
爱好者中，有一位特殊的选
手名气很大，他就是高新区
芳草队的“独臂战神”苏晓
洋。这位只有一只左手的
残疾老人，用他的技术和毅
力征服了对手和观众，成为
成都市老年健身群体中一
颗耀眼的明星。

2018 年成都市第五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苏晓洋夺
得桌上冰壶球男单冠军；
2019 年四川省第九届老年
人运动会，苏晓洋和队友携
手夺得男双冠军。截至目
前，他已经拿下了 5 个省、
市运动会桌上冰壶球项目
的冠军，成绩远远超过大多
数选手。很难想象，这位冠
军选手只有一条健全的手
臂，他在和身体健全的对手
的较量中，以高超的技术和
顽强的斗志赢得一次次胜
利，也为自己赢得了“独臂
战神”这样一个极具荣耀的
称号。

苏晓洋并非天生残疾，
1975 年他突发疾病，由于
耽误了治疗，最终导致右臂
截肢。“当时确实有种万念
俱灰的感觉，觉得生活已经
彻底绝望。”苏晓洋告诉记
者，截肢之后自己非常痛
苦，一度不知道该怎样活下
去，但终于还是慢慢恢复过
来，开始面对未知的生活。
他尝试着训练左手，这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刚开始很不
适应，过了很久才逐渐习
惯。雪上加霜的是，苏晓洋
后来又患上了哮喘，发作时

极为痛苦，但他仍然坚强地
挺了下来。

在最灰暗的时候，苏晓
洋喜欢上了体育运动，他
很快发现运动能带给自己
更多快乐以及健康。他打
过乒乓球，练过太极拳，最
后迷上了桌上冰壶球。在
这项运动中，他展现出了
超出常人的天赋，尽管只
有一只左手，击球却比大
多数人更稳更准，这项运
动让他成为了球场上的王
者。“其实，我只是比大多
数人更能静下心来。”苏晓
洋说，“桌壶球并不需要多
大的运动量，要掌握好力
度、角度，最关键的就是静
心，这大概就是我最大的
优势。”早年特殊的经历，
让苏晓洋比大多数人更能
承受打击，更能面对挫折
和失败，也就更能在比赛
中保持足够的冷静，使他
屡战屡胜。更让他惊喜的
是，自从开始打球以来，身
体也感觉好了很多，哮喘
病已经很久没有再犯，每
天都感觉精力充沛。

如今，67岁的苏晓洋每
天坚持打球 3-4 个小时，风
雨无阻。他同时还担任着
芳草队队长职务，向新队员
传授技巧和经验，并经常应
邀前往各个社区街道进行
交流教学，为桌上冰壶球的
推 广 作 出 了 相 当 大 的 贡
献。“这项运动带给我快乐
和健康，我也希望它能带给
更多人快乐和健康。”他这
样说。

特别报道

成都版健身球操
有望全国推广今年上半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向全国各地老体

协发出通知，征集新的健身球操规定套路。四川省、成

都市老体协积极行动，携手参与创编，目前套路动作已

基本定型，将于本月底之前向中国老体协正式提交。如

果获得通过，新版套路将作为第十三套健身球操规定套

路面向全国推广。

健身球操是深受老年人喜爱
的一项运动，它是集舞蹈、肢体、
音乐为一体的形体语言，目前由
中国老体协推广的规定套路已经
发展到第十二套。随着这项运动
的深入发展，旧版规定套路逐渐
暴露出一些不足，为适应健身球
操爱好者的健身需要，中国老体
协决定创编新的规定套路，并随
即向全国发出征集通知。

成都市多年来积极开展健身
球操运动，目前全市爱好者达数万

人，健身球操已经成为我市老年人
健身的一个重要选择，同时整体水
平也相当高，在国内各项健身球操
比赛中长期居于前三的行列。此
次中国老体协公开征集新的规定
套路，对于我市健身球操运动的发
展是个良好契机。如果“成都版”
套路能成功升格为全国第十三套
规定套路，必将极大促进这项运动
在成都市、四川省的开展，展示省、
市老年健身群体的良好风貌，展现
运动健身的热情和面对疫情乐观
向上的积极态度。因此，四川省和
成都市老体协在获悉消息后，立即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编工作，省、
市携手力争将这项荣誉留在成都。

按照分工，成都市老体协承担
具体创编工作，四川省老体协则提
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以及联系专业
人士进行宏观指导。从5月份开
始，各项工作便有条不紊地展开。

首先是人员选择，市老体协
从全市各区县健身球操队伍中
抽调形象、气质、技术上佳的佼
佼者，集中进行海选，最后形成
了一个 15 人的创编团队。每周
一、四，创编小组都在市老年活

动中心进行排练。盛夏季节天
气炎热，训练场馆内挥汗如雨，
创编团队成员年龄最小的 50 多
岁、最大的 71 岁，但大家没有一
个人叫苦叫累，即使汗流满面仍
坚持训练。短短两个多月，创编
团队就拿出了全新的套路，并先
后进行了六次幅度不小的调整，
效率极为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套动作
的音乐选择上，创编团队做出了
一个极为重要的改动。最初选
择的配乐是现代色彩和巴蜀风
味浓郁、节奏较为明快的《锦绣
天府》，不过参与指导的省音乐

家协会专家指出，既然这套动作
有可能全国推广，那么地方特色
过于浓厚就显得不太合适。这
个意见得到创编团队高度重视，
并立即做出改正。经过集体智
慧的碰撞，大家一致认为配乐应
该更适合全国老年人的欣赏口
味，同时考虑到明年是建党 100
周年，还应更符合时代特色和主
旋律色彩，最终选择了被誉为

“改革开放第一歌”的《在希望的
田野上》。随后，根据新配乐的
节奏，部分动作也作了调整，整
套动作不但更加紧凑，展现出的
精神气质也更为昂扬向上。

在谈到这套新健身球操动作
时，创编小组组长安琳如不无骄傲
地表示，这套经过多次调整的规定
套路几乎全部来自创编小组的原
创设计，更适合老年人健身需求。

“我们在创编过程中，充分结合了
操和舞的特点，改变了以往的一些
不足。如果说过去的套路像体操
多一点，我们创编的套路则更像舞
蹈，既有健身性又有艺术性，动作
新颖时尚，更受老年人的欢迎。”

据她介绍，这套动作难度较
大，精确到每个穴位的编排，其中
还增加了踢打球的独创动作，观赏
性更强。全套动作时间为 4 分半
钟，节奏感很强但运动量适中，“打
完全套动作后会有一点点出汗，但
不会觉得很累。”非常适宜老年人
健身。参与编排的成员都是各区

（市）县选拔出的健身球操高手，大
家普遍认为，这套新创编规定套路
的整体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套，
通过选拔的希望非常大。

四川省老体协宣传部副部长洪
玉则表示，此次省、市老体协携手创
编健身球操新套路，无论成功与否
都能很好地促进这项运动的发展，
推进全省老年健身运动。如果通过
选拔，这套动作有望在明年的全国
老运会中首次全新亮相，并作为第
十三套健身球操规定套路面向全国
推广，这也将是对四川省、成都市老
体协工作的极大肯定。

期待！

省市携手
创编健身球操新套路

运动之星完全原创
新套路像操更像舞

调整配乐
主旋律替代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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