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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报媒体，主创团队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创
新传播载体和表达方式，主动联合拥有丰富旅游公
共交通服务资源的成都文旅公交，经过近两个月精
心精密的谋划、精益求精的设计和精细周密的组织
实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个重要时
间节点上，在全市推出以“永葆初心 永担使命”为主
题的“初心号”和主题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的“领航号”巴士，营造出沉浸式、体验式的党史学习
教育氛围。该巴士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市民和游
客的喜爱和欢迎。据成都文旅公交统计，“初心号”
和“领航号”上线运行的20多天时间内，接待了超过
26000名乘客。同时，结合成都日报报纸、锦观新闻
客户端和微信、微博等，持续传播推广，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更加深入人心、走深走实。

红色主题巴士：
移动的党史课堂

主创团队把“初心号”和“领航号”红色主题巴士定位
为移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堂。为此，从内容、文字表达到
视觉设计、呈现，主创团队一丝不苟、反复推敲。例如，所
有的内容和文字仔细对照权威史实史料，确保内容和文
字准确权威。

贯穿于“初心号”整个车身的金色线条、飞翔的和平
鸽、飘动的红丝带⋯⋯多种元素交相辉映，让人心潮澎
湃。成都天府熊猫塔、安顺廊桥、环球中心等剪影互相呼
应，勾勒出成都发展缩影。红色主题巴士内座椅背面简

洁大气的设计海报，重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百折不挠的奋斗故事。

“领航号”车身设计突出了“引领”的视觉感，寓意着
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勇立潮头，领航中国不断前行。相
互呼应的金色渐变线条，寓意光明和跟随，象征着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拓进
取，奋力前行。车厢内 7 幅手绘海报展示了成都在加快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进程中不负使
命、接续奋斗，在各领域取得重大发展和成就。

市民在红色主题巴士前拍照

主创团队与成都文旅公交合作联动，以接地气、可
复制、可持续的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就
两辆红色主题巴士的命名，主创团队与成都文旅公交
进行了多次深入交流。经过反复商议，最终敲定了“初
心号”和“领航号”及其主题。在红色主题巴士图案的
文字、设计表达上，主创团队在内部充分讨论并仔细推
敲打磨后，再与成都文旅公交商定，力争取得最终的完
美呈现效果。

在红色主题巴士的运营线路和点位选取上，主创团
队充分考虑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的喜好，最终与成都
文旅公交确定了春熙路、宽窄巷子、文殊院、熊猫基地、
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多个城市地标，让市民和游客在体
验成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的同时，亲身
感受和体会“移动党史课堂”，更加深刻地认识百年大
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加深对党对祖国的热爱。

作为红色主题巴士的首批乘客，市民张先生说：“红
色主题巴士很新颖，设计图案和文字都让人印象深刻，

让我们以及我们
的 孩 子 ，在 坐 车
的同时能加深对
党史的认识和理
解 ，帮 助 孩 子 们
从小树立崇高的
理想，热爱党、热
爱祖国。”

“初心号”和
“领航号”是成都
市首次推出并开
行的红色主题巴
士。这也是由党
报 、国 企 联 合 发
起，深入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有益于
城市宣传的主题
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成都日报锦观联合成都文旅公交，自6
月25日起在全市推出移动党史课堂“初心号”和“领
航号”红色主题巴士。这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利
用成都市红色资源和载体，创新传播手段和表达方
式，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的主题活动。

创新载体 创新表达
让党史课堂融入群众生活

用心设计 用情表达
红色主题巴士惊艳亮相

精心策划 精细实施
红色主题巴士受市民欢迎

“我为群众办实事”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紧盯“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 严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微信

关注“清廉蓉城”微信公
众号，可进行在线举报。

来信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悦西路88号
收信人：成都市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政编码：610042

来电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举报电话：12388

网络

“清廉蓉城”网（www.ljcd.gov.cn）

来访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788 号成都市群
众接待中心二楼成都市纪委监委接待室

时间：工作日上午

清廉蓉城 清廉蓉城共建共享

“医保实现了异地联网结算，但是各
地区的起付线标准不一样，有的二级医院
是 400 元，有的起付线是 600 元—1200 元
不等，是按什么标准执行？”

“异地就医的政策采用的是参保地的
政策，就是说起付线、封顶线都是按照参
保地的政策执行。”

⋯⋯
7 月 15 日，成都市纪委监委联合成都

市广播电视台举办“阳光监督·云直播”融
媒体直播活动，聚焦医疗卫生行业领域突
出问题系统治理。活动现场，针对群众提
出的一些问题和诉求，市卫健委、市医保
局相关部门进行了答复。

今年以来，按照全省统一安排部署，
成都深化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
理，采取“4+2”的模式，即深化发改、住
建、卫健、人防 4 个领域系统治理的同时，
新 增 人 社 、经 信 两 个 领 域 开 展 系 统 治
理。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充分
发挥综合协调、分析研判、督导推动、监
督检查作用，督促各级党委（党组）认真
履行系统治理政治责任、主体责任，切实
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今年 1 月
至 6 月，全市共查处重点行业领域相关违
规违纪案件 81 件 114 人，持续保持系统
治理高压态势。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要聚

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
的领域和环节，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科研
管理等方面的腐败问题。

为真切回应群众的投诉反映，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结合自身
实际，成都在全市开展违法采砂石问题专
项排查整治，各区（市）县及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行动，强化统筹部署，制定工作方案、
细化工作措施，重点聚焦私挖盗采江河砂
石、违法占用农村耕地采砂石、采砂石破
坏生态环境等违法违规开采砂石问题进
行全面摸排。同时，持续加强对违法采砂
石问题专项排查整治的监督检查，对涉砂
信访举报及网络舆情进行重点督查督办，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层层传导责任压力。
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发现并推动解决相
关问题92个，对失职失责的公职人员进行
追责问责27人。

“除此之外，推动优化营商环境专项
监督和换届风气监督，也是我们上半年认
真推进的重要工作。”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始终
聚焦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营商环境决
策部署落地落实，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各
级领导班子及“一把手”认真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主体责任。部署开展“联企清风行
动”我为企业办实事活动，全市发出督办

函 177 份，推动解决“急难愁盼”事 289
个。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
各项惠企政策为重点开展监督，坚决纠治
政府失信、“新官不理旧账”、服务企业“肠
梗阻”、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

为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市纪委监委会
同市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开展换届风气督
查督导工作的通知》，市本级7个督查督导
组共派出593人次，采用个别谈话、查阅资
料和工作台账、实地查看、走访群众等方
式，随机抽查85个镇，查阅文件资料6400
余份，个别访谈 479 人，随机走访 202 人，
对全市涉及镇领导班子换届的 16 个区

（市）县进行全覆盖督查督导，发现问题
135个，及时推动解决问题108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指出，接下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机构）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
觉，更加有效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
善发展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天府和“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
强保障。

本报记者 陈艾 程廷静 刘春春

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推动全市党风政风监督工作走深走实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有序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开展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制度建设“回头看”，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专项整治，积极有效推进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违法采砂石问题专项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深化
成都市党风政风监督各项工作。

“2020 年春节前，蒲江县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工作人员余代安收受某建筑检测公
司员工罗某以拜年名义赠送的两瓶白酒和两
条香烟，合计价值 1400 元。2021 年 2 月，余
代安因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受
到政务警告处分，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今年端午节前夕，成都市纪委监委通过
“清廉蓉城”网站、微信对外通报了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通过曝光持续形成
震慑，释放纠治“四风”一刻不松、寸步不让的
强烈信号。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紧盯重要
时间节点，密切关注“四风”隐形变异等新动向
新表现，严查转入“地下”的吃喝歪风、收送电
子红包、私车公养等问题。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全市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95件

129 人。同时，坚持从讲政治高度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坚决查处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等问
题。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共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71件118人。

“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震慑、警醒、启示作
用，我们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查处的30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编写了《作之
于细 累之成风——成都市少数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警示教育
读本》，通过剖析违纪人员的违纪事实和原因，
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
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把通报曝光、案例剖析作为

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推进
作风建设常态化和长效化。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严的主
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
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今年上半年，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层层压实责任，持续加大对管党治党责
任落实不力的问责力度，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共查处“两个责
任”履行不力问题 143 件、问责党组织 32 个、
问责人数 185 人。同时，紧盯民生重点，围绕
生态环境保护、医疗、食品安全等 16 个方面
内容，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实事求是、审慎精
准开展追责问责，以问责倒逼问题整改，全市
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
监察问责 28 件 41 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
纪委监委相关部署要求，成都市纪委监委重
点聚焦乡村振兴、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就
业创业、住房城建、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
药安全、执法司法、涉黑涉恶、服务保障民营
经济发展等方面，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集中
开展“为幸福发声·让群众有感”“我为群众
办实事”专项行动，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强化
督办督导。

今年 3 月，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街道恋
日家园小区旁边，一夜之间冒出两个大型货车
停车场，噪声和扬尘给周边居民造成很大困
扰，居民多次投诉无果。由成都市纪委监委、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今晚 800·监
督麻辣烫》对该问题进行了曝光后，龙泉驿区
相关单位迅速反应，到现场进行整改。4 月，
节目组再次回访，发现临时停车场已关停。“该

临时停车场从试运行到清场关闭，总共 20 天
时间，而这期间的居民投诉反映就高达 23
次。”成都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陈洪认为，群众反映强烈，但直到媒体曝光后，
相关单位才着手整改，从中暴露出来的作风问
题值得反思。据了解，目前大面街道纪工委对
曝光的问题启动初核程序，对相关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

在办好《今晚 800·监督麻辣烫》等监督节
目的同时，成都市纪委监委今年以来持续深化
阳光监督工作，推出“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

“阳光监督·线上坝坝会”等系列云直播活动，
创新形式深入群众，回应群众关心关切，着力
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全市各区（市）县纪委监
委还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与职责职能结合起
来，创新方式织密监督网络，及时发现问题、推
动问题解决。双流区纪委监委借力“市民茶话

吧”，金堂县纪委监委会同县级媒体办好《惊堂
木》监督平台，蒲江县纪委监委开通“廉情直通
车”⋯⋯今年以来，全市共收集群众诉求 232
类，督促整改问题616个。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强调了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
和作风问题，就是为了守护民心。”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机构）不断深化“一卡通”专项治理，督
促抓好问题摸排、流程再造，全力推进“一卡
通”阳光审批平台建设。持续强力推进“打伞
破网”，坚决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
题。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市共查处群众身边腐
败和作风问题 607 件 932 人，其中查处扶贫领
域问题 7 件 15 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15件34人。

深化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 大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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