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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为坚守重要节点，更严更细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按照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部署要求，成都
市纪委监委在元旦节前印发通知，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机构）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捍卫“两个确立”、践行

“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结
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周密部署安排元旦、春节期间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工作。同时，督促各级党
组织及其“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党
员干部、公职人员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市近期公开通报曝
光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强化提醒教
育，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规矩，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务实
节俭、文明廉洁过节。

“元旦将至新年到，收获满满喜眉梢。欢喜庆节正
当时，廉洁纪律常自醒。抓住关键压责任，紧盯节点强
作风。公款公车要管紧，公款旅游是禁忌。违规吃喝
别组织，乱发钱物触红线。勤俭节约是美德，大操大办
要不得。休闲放松应有度，私人会所不要去。不要沉
迷于牌桌，赌博敛财涉犯罪。礼品礼金应警惕，违规收
送都不行。聚会旅游自付费，莫让老板来买单。总之
别有侥幸心，任何手段难遁形。疫情防控不能松，节日
安全要保障。人民认可见初心，为民情怀落点滴。祝
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近日，全市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收到了这样一条廉政短信，这是成都市纪委监委
在节日来临之际，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加强教育提
醒的举措之一。

“通过编发廉政短信、制发工作通知、公开通报曝光
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各
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早打招呼、早提要求、早敲‘警
钟’。”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引导党员干部、
公职人员涵养家风文化，带头勤俭文明过节，自觉抵制奢
侈浪费、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
民风。同时，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要创新深化
阳光监督，畅通监督举报渠道，用好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广泛公布节日期间“四风”监督举报方式，加强媒体
监督群众监督，着力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

本报讯（记者 王嘉）昨日，“文
明的万花筒——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
展”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与观众见
面。本次展览精选183件（套）展品，
以历史时间的流动为主线，讲述叙利
亚从石器时代开始，历经青铜、铁器
时代，走向希腊化、罗马和伊斯兰时
代的历史进程，长达50万年的文化图
景，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叙利亚历
史图卷。

据介绍，本次展览由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主办，是响应“亚洲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深化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传统友谊，开展文化交流互鉴的
积极探索。展览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四川省文物局、成都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成都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交
流中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驻华大
使馆支持。

此次展览从12月30日一直延续

到明年5月8日。在长达4个多月的
展期里，金沙遗址博物馆为观众准备
了丰富的展览配套大餐。据悉，围绕
叙利亚文化和丝路对话，金沙遗址博
物馆将举办专题学术讲座；面向青少
年，金沙将开展不同类型的主题社教
活动；节假日期间，讲解员将在上午和
下午开展公益讲解活动；未能到现场
观展的朋友，还可以通过360度全景
导览、网络直播等方式远程观展。

新增改善民族地区
孕产妇生育环境内容

据悉，新“两纲”中，妇女纲要设置
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
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8个领
域，提出76项主要目标和95项策略措
施；儿童纲要设置健康、安全、教育、福
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7个领域，提
出75项主要目标和96项策略措施。

“新‘妇纲’对比《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有四个方面的创新。”省
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省妇联党组书记杨
娟介绍，在妇女健康领域中，新“妇纲”新
增了“逐步改善民族地区孕产妇生育环
境”等内容，提出“逐步改善民族地区孕产
妇生育环境，加大民族地区州县两级医院
产科、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合理配置医护
人员及床位，加大产科人才引进力度。全
面加强州县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建
设，强化危重产妇救治保障”等内容。

同时，在妇女教育领域中，对应国家
“妇纲”提出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并
保持在92%以上”，提出四川“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达到并保持在95%以上”的目
标，高于国标3个百分点。在妇女社会保
障领域中，新增“提高家务劳动社会化程
度，为妇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创
造条件”，提出“创新家务劳动培训模式和
方式，助力家务劳动走向专业化、精细化、
正规化，积极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发展搭建
平台”等内容。在妇女法律领域中，新增

“健全完善反家庭暴力多部门协作联动机
制”“建立健全性骚扰预防、调查、处置机
制”“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供给”等内容。

新增发展婴幼儿照护
服务内容

“新‘儿纲’对比《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年）》，有五个方面的创新。”
杨娟表示，在儿童健康领域中，新“儿纲”新
增了“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小学生每
年至少免费视力检查1次”“中小学校心理

健康辅导室配置率达90%，心理健康教育
专兼职教师配置率达95%”等内容。

在儿童安全领域中，新增“加强未成
年人信息安全保护力度，健全完善监管
体系，营造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安全
环境”“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持续优
化校园周边治安、文化、饮食、卫生、交通
等安全环境”“强化儿童灾害伤害安全教
育，预防和控制儿童灾害伤害”等内容。

在儿童教育领域中，新增“深化家
庭教育指导”“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

在园幼儿占比不低于85%”“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以上”“0-18
岁儿童家长常态化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率达到90%以上”等内容。在儿童福利
领域中，新增“欠发达地区儿童、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园儿童营养改
善计划全面实施”“县级儿童福利机构
或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实现全覆盖，
每个街道镇和乡（镇）配备1名儿童督
导员，每个社区（村）配备1名儿童主任
并提高服务能力”等内容。

此外，在儿童家庭领域中，新增“提
升儿童参与自身和家庭事务的意识与
能力”“加强家庭监护责任和家庭教育
责任落实的指导支持”“家庭-学校-社
会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协同参与
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的能力明显增强”

“建立完善家长学校和家庭教育服务站
点评估体系和评价标准”“推动家庭教
育学科的发展”等内容。

本报记者 赵子君

元旦临近，假期如何度过，你
都安排好了吗？“过节方式可以多
样，但健康防护不能忘！”昨日，成
都市疾控中心发出提醒：警惕疫
情，减少聚集，个人防护不放松，
平安健康迎新年。

来（返）蓉主动报备

元旦来（返）蓉人员请在出发
前主动了解成都市疫情防控政
策，旅途中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主动配合各类场所测温、扫码、戴
口罩等防控措施。来自疫情风险
地区的人员或健康码变为红黄码
的人员，抵蓉后应及时主动向社
区、居（村）委会、入住酒店报备，
积极配合核酸检测、风险排查、健
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做好出行安排

谨慎出行。倡导非必要不出
川，少聚集、少出行，确需出行的，
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严格限制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县（市、区、
旗），非必要不前往发生疫情的地
市。了解目的地防疫政策，遵守各
项防疫规定，做好健康申报、健康
码亮码等准备。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应暂缓或取消行程。

减少聚集活动

少聚会聚餐，少走亲访友，少
参加各类宴请，少到人群密集的

场所。必须参加时做好防护，人
多戴好口罩，保持距离不凑热闹，
缩短停留时间。提倡家庭聚餐聚
会等不超过10人，“喜事缓办、丧
事简办、宴会不办”。自行举办
50人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
人，需向居（村）委会报备。

做好个人防护

假期聚餐、购物、旅游、娱乐等
外出时，牢记个人防护。养成戴口
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一米
线、用公筷的良好习惯。不随地吐
痰，咳嗽、打喷嚏注意遮挡。随时
保持手卫生，避免直接用手接触门
把手、扶手等公共物品。提倡使用
手机点餐、付款，外卖、快递选择无
接触配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
高免疫力。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
种的市民仍要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做好健康监测

密切关注自己、家人及假期
同行人员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乏力、嗅（味）觉减退等
不适症状，不要自行买药或到小
诊所就诊，立即戴好口罩到就近
的发热门诊就诊，不存侥幸心
理。配合医务人员调查，如实告
知旅居史和人员接触史。

及时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仍是预防新冠感染
的有效措施。请未及时接种疫苗
的人群，特别是3-11岁儿童、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及时和全程接种
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王静宇

本报讯（记者 陈泳） 记者昨日
获悉，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十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提升极
核主干能级”和“产业建圈强链”的工
作部署，四川天府新区、蒲江县共同出
台了深化区域合作五年行动计划，将
聚焦共建四川天府新区中德产业新城
智造园区、共建田园生态商务区、共建
中德产业新城总部（天府）园区、开展
国有企业多维度合作、共同探索建立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重大合作事项，
持续增强产业生态集聚力、产业链建
构力、高端要素运筹力，共同探索行政

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路径。
蒲江县是成都生态环境最好的区

域之一，而天府新区则承担了公园城市
“首提地”的时代使命。依托蒲江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红利和天府
新区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创新实践
经验，双方将探索建立生态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共同推进蒲江田园生态商务区
和休闲度假场所建设，共同发展特色川
西林盘总部经济。共同探索田园生态
商务区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合作模式
和利益分享机制，每年共同推进一批特
色林盘经济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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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新时代全面从严
治党以作风建设为切入口，持之以恒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
之一新。

元旦将至，节点就是“考点”。成都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准确把握新时代加强作
风建设新部署新要求，以钉钉子精神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三不”一体推进，持
续采取灵活多样、务实有效的方式，强化对党
员干部的教育、监督和管理，督促养成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同时，坚守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不
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

在着力发现各类隐形变异“四风”问
题的同时，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
构）还紧盯作风建设，聚焦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等问题开展监督检查，着力发现
和查处窗口单位吃拿卡要、耍官威搞特
权、冷硬横推等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
不正之风，持续释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
的强烈信号。

“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怎么
样？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节前，温江区纪委监委专项督查组来
到窗口单位随机走访群众。元旦将
至，为持续发力纠“四风”树新风，温江
区纪委监委成立节前“四风”专项督查
组，采取明察暗访、随机走访、“体验
式”监督等方式，对政务服务窗口服务
质量、便民举措落实、工作人员作风等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持续净化节日风
气，确保过节“不失节”。窗口工作人
员处在同群众打交道的第一线，工作
作风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双
流区纪委监委把“窗口腐败”问题作为
节前监督的重点，综合运用多种监督
方式，直观了解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
质量，快速知晓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
以精准监督保障群众合法利益。该区
通过进一步落实整治“窗口腐败”工作
要求，继续紧盯群众“办事难”“跑路
多”“脸难看”等问题，持续加大专项监
督检查的力度。

简阳市纪委监委通过印发《2022年
元旦春节期间督查方案》，划出13条作
风建设“硬杠杠”，重申纪律“红线”，确保

“两节”风清气正。近日，该市纪委监委
成立专项工作作风督查组，采取“四不两
直”“督查人员与督查单位双随机”的方
式，重点围绕该市各级各部门（单位）党
员干部遵守工作纪律、履行职责、服务态
度等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着力发现脱岗
迟到、在岗不在状态以及窗口单位服务
态度冷漠等不正之风问题，坚决防治“节
日综合症”。“我们特别加大了对年轻干
部上班时间沉迷网络游戏、网络直播打
赏等‘涉网’腐败行为的监督排查力度，
最大限度遏制和预防年轻干部‘因赌而
贪’等问题的发生。”简阳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还通过邀请记者及简阳
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全程参与作风督查，
充分发挥其在推动作风建设中的民主监
督作用。截至目前，专项工作作风督查
组已深入政务服务窗口、镇（街道）、市级
部门（单位）20余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
题7个。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复杂性，
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在一
些地区和领域仍然突出，必须下大气
力重点突破和解决。”成都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元旦、春节期间，全
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必须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坚持“三不”一体推进，
强化政治监督，突出工作重点，坚决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治理享乐
主义、奢靡之风，持续巩固拓展作风建
设成效。

本报记者 陈艾 钟英 刘春春
市纪委监委供图“请问有没有在购买商品时多开虚开发票

的？”
“使用公车油卡加油时是否有刷卡消费烟

酒的情况？”
……
近日，成都市纪委监委成立多个监督检查

组，针对违规公款购买烟酒和违规使用公务加
油卡等问题，随机走访部分超市、烟酒专卖店以
及加油站开展监督检查。“按照工作安排，全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紧盯重点问题，加强
监督执纪，采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交叉互查、
随机抽查等方式，着力整治‘四风’。”市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节日期间违规吃喝、违
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车、公款旅游、违
规发放津补贴等典型易发问题和收送电子红
包、快递收送节礼、“不吃公款吃老板”等隐形变
异行为，要加大力度严查快处。

“节假日公车需停放在单位指定位置，任何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使用公车。”元旦将至，
双流区纪委监委依托作风督查联动协作机制，
在全区开展节前专项监督检查，要求各单位严
格按照公务用车管理使用办法对公车使用情况
进行登记核实，杜绝公车私用等“节日病”的发

生，严防“四风”反弹。“通过大数据，对公车的具
体位置、行驶状态、行驶数据、历史行驶轨迹等
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双流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式，以公车
管理不善、公务油卡违规使用等问题为切入点，
分析对比节假日加油、市外加油、加油消费异常
等数据，让隐形问题现出原形。

金堂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
监督，依托“金睛”系统及公务用车平台筛查疑
似违规使用公务加油卡的问题线索，梳理形成
台账，经过人工初筛后，深入相关单位和加油站
点进一步核查，确保问题摸准查实。今年以来
通过“金睛”系统筛查出异常信息411条，立案
查处2人，给予组织处理8人，责令8个单位限
期整改，追缴问题资金3万余元。

崇州市纪委监委紧盯关键节点，专题研究
部署节日期间正风肃纪工作，持续深化“纪检监
督+职能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一体化监
督模式，会同财政、审计、机关事务中心等部门，
组建3个督查组，聚焦薄弱环节，采用随机、突
击、交叉等方式，对辖区内部门、镇街开展专项
监督检查，持续释放毫不松懈纠治“四风”的强
烈信号。

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入脑入心

强化教育提醒

严查“四风”问题隐形变异

持续明察暗访

严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紧盯作风建设

双流区纪委监委检查组利用公车管理大数据平台，对公车使用情况开展督查

元旦临近 市疾控中心发布防护提醒：

倡导非必要不出川
不存侥幸心理

四川印发最新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健全完善反家暴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

精选精选183183件件（（套套））展品展品
““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开幕开幕

2011年，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四川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妇女儿童在健康、教育、参与决策和管
理、经济、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十年来，四川实现了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95.52%，孕产妇
住院分娩率为99.83%；建有儿童中心（儿童之家）34420个；建有妇女法律援助工作站点4503个，建成家暴妇女儿童救助（庇
护）机构95个。

四川省政府于近日专门印发《四川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四川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以下简称
新“两纲”），对未来10年四川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作出顶层设计。

新“两纲”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又有何特色亮点？12月30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解读新“两纲”的新闻发布会，介
绍具体情况。

天府新区联手蒲江
出台深化合作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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