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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府新区太平街道
合江场社区，对社区党支部、
居民委员会一把手及干部等
提级监督，监督内容为村（社
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
理情况和乡村新建工程项目
情况；锦江区春熙路街道华
兴街社区，监督对象为社区
党委、居民委员会及一把手、

“两委”成员，监督内容为社
区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情况等⋯⋯

乡村振兴领域政策多、项
目多、资金多，开展专项监督
工作责任大、任务重、要求
高。成都市纪委监委在全市
范围内确定 66 个村（社区）作
为开展集体“三资”提级监督
试点点位。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机构）聚焦全省乡村
振兴专项监督“九项重点任
务”以及村（社区）集体“三资”
提级监督“三项监督内容”，坚
持以“一卡通”治理、村（社区）
集体“三资”提级监督、村级公
开专项监督等重点工作为抓
手，深化“室组地”监督模式，
构建机关与派驻协同、县乡村
三级联动的监督格局，不断增
强监督的力度、深度、广度。
同时，紧盯乡村振兴资金项
目、村级财务管理等重点，严
肃查处乡村振兴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对推进工作不力
的，严肃追责问责。

如何确保乡村振兴各项
任务落地落实？按照《通知》
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
坚持“四责”协同联动、同向发
力，压紧压实各地各相关部门
履行推进乡村振兴、村级公开
等工作的主体责任、政治责
任、属地责任，重点加强对农
业农村、民政、组织、社治、财
政、审计等职能部门的督促指
导，推动跨部门、跨系统沟通
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为努力探索乡村振兴专
项监督新路径新模式，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立
足乡村振兴新战略新部署，
结合工作实际，在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探索
形成有用管用实用的乡村振
兴 和 村 级 公 开 专 项 监 督 新
举措及新方法；运用系统观
念、“三不”一体推进理念进
行全方位治理，把推进制度
完善、提升治理效能作为专
项监督的落脚点，从典型问
题入手，紧盯不放、由表及
里，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强
化制度防范，堵塞制度漏洞，
努力在专项监督制度措施上
实现新突破。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抓好乡村振兴专项监督的自
觉性主动性，坚决克服‘等’的
思想、‘慢’的作为、‘要’的心
态，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开
始就主动介入、靠前监督，抓
早抓小、狠抓落实，持续抓好
乡村振兴专项监督。”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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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资金项目、财务管理 开展集体“三资”提级监督

成都持续深化乡村振兴专项监督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作出部署，要持续整治

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完善民生领域损害群众利
益问题治理机制，指导开展村（社区）集体“三资”提级
监督试点。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按照全省乡村振兴专项监督暨村级公开专项监督工
作会议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近日，成都市纪委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开展乡村振兴专项监督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提升乡村振兴专项监督
工作质效提出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
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意义，立足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职责定位，强化履职
尽责，坚决做到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到哪里，
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为加快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避免村级集体资产流
失等问题，武侯区纪委监委将龙井社
区党组织、社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

“两委”干部、龙井经济联合合作社理
事会成员提级为区纪委监委监督对
象，将所属居民小组负责人提级为街
道纪工委监督对象，并由簇桥街道纪
工委具体组织实施提级监督工作，驻
区委组织部、区发改局等 5 个纪检监
察组协作配合，合力推动行业主管部
门加强监管。“我们还组建集体‘三
资’监督专班，同时调动社区纪检人
员力量，强化对社区、居民小组的监
督。”武侯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监督专班围绕社区财务收支、集
体债权债务、集体土地、集体企业和
资产、资源的承包、经营和租赁等九
大类事项，通过设置举报箱、明察暗
访、专项检查、随机抽查、入户调查等
动态方式，开展综合监督检查，并及
时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

成华区纪委监委着力构建区级统
筹、街道配合、村（社区）参与的三级联
动监督格局，推动监督落地，打通基层
监督“神经末梢”。结合试点推进实
际，该区纪委监委按照上下联动、片区

协作的监督模式，组建“1 个纪检监察
室+1 个街道纪工委+1 个社区纪委”
的监督组，对丛树社区进行“一对一”
指导。社区纪检委员和村（居）务监事
委员发现的涉及集体“三资”以及“一
把手”问题直报区纪委监委；其他涉纪
涉腐问题由龙潭街道纪工委按照“一
个监察办+四个片区+若干名办案人
员”的模式，开展交叉检查，抓实日常
监督。

为进一步护航乡村工程项目建
设，强化“小微”权力末梢监督，崇州
市纪委监委结合实际，在开展农村集
体“三资”提级监督试点工作中，整合
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镇

（街道）纪（工）委力量，建立市纪委
监委领导班子联系指导、镇纪委直
接监督、村纪检组织密切配合的监
督模式，采取“分片联系+组团走访”
形式，加大基层监督力度，为打通基
层监督“最后一公里”，完善基层治理
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坚强
纪律保障。截至目前，该市已对 82
个乡村建设项目进行抽查，涉及资
金 2032.38 万元，督促整改各类问题
4 个。

本报记者 陈艾 钟英 刘春春

村（社区）集体“三资”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基础，如何保障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
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全市各地结合自
身实际，在本地积极开展农村集体“三
资”提级监督试点，确定1至2个权力集
中、资金富集等廉政风险较大的基层站
所，集体资产规模大、人口多、信访举报
多的重点村，实施直接监督。

“三务”公开是提级监督的重点，
龙泉驿区纪委监委督促区民政局履行
主体责任，强化“三务”公开栏建设，优
化公开内容，梳理制定《龙泉驿区党
务、村（居）务、财务公开目录》，把村

（居）务公开情况纳入日常监督重要内
容。在推动相关制度建立健全和规范
执行的同时，龙泉驿区纪委监委紧盯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一肩挑”
的情况，对村集体“三资”管理、“三重

一大”事项落实、基层干部作风建设、
“三务”公开等方面权力运行情况开展
提级监督。

规范管理集体“三资”，公开透明是
关键。新津区纪委监委对试点村（社
区）集体资产、乡村工程、财务收支等情
况全面走访调查，摸清摸透底数，并督
促村（社区）按季度公开公示集体“三
资”情况，同步公布区纪委监委举报电
话，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同时，紧盯集
体资产变动、资金收益、债权债务等情
况，强化村级财务监督，及时查纠集体
资产入账不及时、收益分配程序不规
范、坐收坐支等问题，让每一笔收支、每
一份资产都公开透明。

全面公开村级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把村级集体“三
资”管理使用情况晒在阳光下，是邛崃
市开展村级集体“三资”提级监督的一

项具体举措。该市纪委监委督促镇（街
道）、村（社区）通过会议、公示栏、微信
群等方式及时规范公开“三资”监管过
程和使用结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定期
开展业务指导和调研督导，有效推动提
级监督工作做深做实。

彭州市纪委监委通过建立村（社
区）廉情观察站，配备廉情观察员，重点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协助政策宣传解
释，监督村（社区）干部廉政作风，并直
接向该市纪委监委报告相关情况。“村
级廉情观察员贴近群众，充分调动群众
参与监督，把监督‘探头’放在离群众最
近的地方，让群众感受到自己不是监督
的‘旁观者’，而是监督的‘参与者’。”彭
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
表示，目前全市廉情观察站已收集直报
信息 130 余条，流转分办 31 件，监督触
角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

成都市纪委监委信访举报渠道

确定66个“三资”提级监督试点点位
扎实做好专项监督

组建专班片区协作 构建上下联动监督格局

突出重点强化公开 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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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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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该市龙门山镇渔江楠村向村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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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委供图

高质量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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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五个新简阳”：
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

2020 年 5 月，成都东部新区挂牌后，简阳
与东部新区共同肩负起助推成都城市向东发
展使命。

“协同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全国百强县
创建等重点工作，开启了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
新篇章。”简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写道。

展望未来的前提，是要认清差距。简阳两
会，代表委员们为取得成绩喝彩的同时，内心亦
有波澜，“当前，简阳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
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城市能级
与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造‘五个新简阳’总体
目标还有不小差距。”

这次两会，简阳清晰了未来的发展思路：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
局，坚持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为统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
大力实施依港兴市、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开放
活市、惠民和市战略，高质量建设成都东部区域
中心城市，奋力打造“五个新简阳”。

伴随于此的是确定的目标：力争到2025年，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700 亿元、年均增速 7.5%，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50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长 8%，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600 亿元，城镇
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7000 元、
32000元，年均分别增长7.5%、10%。

那么，如何有所为？
推动空港简阳成型成势。现代化临空产业

体系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产业、临空服务业和国
际商务产业初具规模，空铁公多式联运东部物
流港加快建设，“望山见水、生态宜居、蜀风雅
韵、国际时尚”临港城市特质充分彰显，临空经
济产业园承载力显著增强，成功跻身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

推动实力简阳再上台阶。高质量发展支撑
更加坚实，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
集群成链，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都市现代农业
加速发展，形成领军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共进的
发展格局。

推动宜居简阳更有质感。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高度和谐统一，“城山相映、人水共生”的山
水公园城市形态充分显现，群众生活便利性舒
适度全面提升，自然生态质量和生态经济效益
稳步提高。

推动活力简阳魅力彰显。深度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资源
配置效率、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稳定公平可
及的营商环境基本形成。

推动幸福简阳更有温度。民生领域财政投
入稳定增长，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中小学优质学校覆盖率达 70%，
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共同富裕
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成都向东，重庆向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崛起在即，简阳的时代机遇。

抢抓机遇，蓄势而为。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有所为，简阳的历史使命。

机遇与使命使然，涌入成都怀抱刚满五年的简阳，如何书写绚丽的篇章？

简阳如此作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坚

持以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大力实施依港兴市、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开放活市、惠民和

市战略，高质量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心城市，奋力打造“五个新简阳”。

岁末年初之际，蓄势腾飞之时。
在简阳市，一张清晰的蓝图被一个个详细的数字标注：2022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5亿元、增速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9
亿元、增长1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73.5亿元、增长8%⋯⋯

一切美好的愿景，都伴随着“施工图”推进。为此，简阳市提出
七个方面具体工作。

开创“依港兴市”新局面。简阳提出塑造临空经济优势、增强
园区承载力和彰显空港城市特质三个目标。具体而言：推动临空
物流集聚成势，力争完成投资 16 亿元，物流产业规模突破 350 亿
元，引进临空高端酒店、临空会议会展和枢纽商贸综合体等项目 6
个，力争高端商务商贸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力争临空总部产业
规模突破60亿元。围绕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引进大型商业综合体
项目 1 个以上，全力办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延伸发
展体育赛事、音乐会展等新业态，做好后大运时代“体育+”文章。

筑强“产业强市”新支撑。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产业。新引进高
能级产业项目和产业链配套企业15家以上，推动港通智慧医疗等
3 个重点项目开工，力争全市绿色建筑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30 亿
元。力争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8 户以上，新增年营业收入超 10 亿
元制造业企业 1 家。力争引育电商及关联企业 10 家以上，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500亿元以上。创建各级示范合作社30家，农村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70%以上。全年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户以
上，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10%以上。

彰显“生态立市”新形象。坚持科学规划引领。立足资源条件
和发展定位，科学划定“三区三线”，编制完成《简阳市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0-2035）》，引领城镇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着力构建

“1+3+N”城镇体系。精细利用城市剩余空间，高标准配置 8 大类
18 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着力构建“绿道+公园+微绿地”城市绿
色空间体系，新建绿道 12.2 公里，打造金角银边 2 处，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43.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6平方米。

构建“开放活市”新格局。全面建成简州大道，积极对接协调
东部新区开通环宇大道、机场北一线等道路，实现简阳城区高效接
入天府国际机场。打通城市外联通道。全力服务保障成渝中线、
成自高铁、东西城市轴线等重大项目建设，配合落实成都外环铁
路、成渝铁路扩能和成渝高速扩容等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金简黄、
成龙简、成资等快速路竣工投用。畅通市域内循环。营商环境方
面，全面完成 22 个镇（街道）“一窗受理”改革，实现依申请类事项

“最多跑一次”“网上可申请”和简易事项“马上办”3 个 100%。深
入推进并联审批、告知承诺制改革，企业开办时限压缩至 0.5 个工
作日。建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审查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
批时限压减至67个工作日以内。

⋯⋯

五年，是中国城市可见变化的周
期。

于简阳，过去五年，路径可以总结
如此：围绕“培育‘五个新优势’，高质量
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心城市”目标，抢
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
同城化发展、天府国际机场通航等重大
历史机遇，推动简阳由县级城市向区域
中心城市加速迈进。

迈进，体现在简阳的方方面面，在
简阳城市可见可感。

城市能级跃升与动能增强，是过去
五年中国城市“蝶变”的最显著变化。
在简阳，一组数据可为变化“佐证”。

过去五年，简阳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速 7.9%，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
预 算 收 入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9.9% 、
12.07%。实施重大项目 841 个，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257 亿元；累计
到位国内外投资 553.6 亿元、2.4 亿美
元；全市规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1682 亿 元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较
2016 年增长 136.3 亿元；高标准农田占
比提升 32.7 个百分点、达 54.1%，农村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提升 41 个百分
点、达65%⋯⋯

城乡面貌改善与发展环境优化，是
过去五年中国城市“本底”的飞跃。在
简阳，这样的变化，肉眼可见。

过去五年，简阳累计实施交通项目
74 个，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2650 公
里，普通公路路网密度增至1.97公里/平
方公里，增长 60%。“1 空 7 高 14 轨 22
快”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呈现；城市建
成区面积扩展至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从44.7%提高到53.8%；新（改、
扩）建农村公路 2207 公里，毗河供水工
程（一期）主干渠顺利通水，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由50.4%提升至66.85%、天然气
普及率由 27.48%提升至 81.79%；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过去五年，简阳创新实施“四合一”
改 革 ，全 市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增 长
161%。推动国有企业由功能性平台向
市场化经营实体转型，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突破 1200 亿元；鼓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累计投入各类技改资金 516.7 亿
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28 户，全社
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0%，获批国家知
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252 项行政许可事项实现集中审
批，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承诺时限较
法定时限压减 85.1%。实现减税降费
9.04 亿元，惠及纳税人 15.28 万户次，市
场主体突破5.8万户。

人民城市为人民，民生是城市温度
的外在体现，是简阳给人民的深切可
感。过去五年，简阳市提前 3 年实现
116 个省定贫困村摘帽、25336 户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实施三年巩固提升
行动，脱贫户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率、医
保 参 保 率 、子 女 入 学 率 均 达 100% ，
8969 户贫困群众住上新房；简阳市 214
所镇村两级卫生院（室、中心）完成提标
改造，每千人口床位数、执业（助理）医
师数由 6.08 张、1.97 人增至 8.53 张、2.9
人；该市建成安置房 69 万平方米，公租
房保障量较 2016 年增长 260%。城乡
参保扩面提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户籍人员参保率保持在 92%和
98%以上⋯⋯

由县级城市向区域中心城市加速迈进

““蝶变蝶变””

打造“五个新简阳”目标
开好局起好步

之际““起势起势””

2022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简阳将高
举旗帜，奋勇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在高质量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心城市、奋力打造

“五个新简阳”的征程中书写绚丽篇章。

五年

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