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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

成都市纪委监委信访举报渠道

聚焦养老领域专项治理，全市各地及相关部
门针对行业特征，多措并举持续深化治理工作。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机构）主动跟进，针对治理工
作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监管方面的制度漏洞，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着力从源头上推动解决。

“原武侯区就业局失业保险科临聘人员青云
丽利用负责失业金待遇核定的职务之便，使用官
某等4人身份证件骗取社会保险专项资金。时任
科长余剑波对青云丽贪污失业保险专项资金负有
领导责任，2022 年 5 月，余剑波受到诫勉处理，并
追回所有保险专项资金。”近日，武侯区纪委监委
通报曝光了一起养老社保领域典型案例。

为护好百姓“钱袋子”，武侯区纪委监委坚持
以系统治理为抓手，采取召开专题会议、自查互
评、信访反映“大排查”等方式，梳理排查养老社保
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列出问题清单、整改清
单、责任清单，倒排时间节点，逐项对照整改落实，
推动养老社保领域服务见成效。同时，督促区人
社局进一步规范基金财务管理，拓展为民服务渠
道，分类柔性化解养老社保领域纠纷，对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对照省、市社
保基金管理问题调研检查发现的问题，武侯区纪
委监委紧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待遇发放环节、特
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社保卡清理清查等 5 个高
风险领域，通过强化问题治理，建立部、省、市级等
5张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清单，梳理风险点48条，存
在问题 2 条。截至今年 6 月，确认重复领取待遇

数据18条，已完全追回8条，涉及金额30.4万元。
“你好，我们是县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了解

到您是村干部代持代管银行卡，那养老金都按时
足额发放了吗？”日前，蒲江县纪委监委干部在大
塘镇向群众了解养老金发放情况。

为大力整治群众身边“可视”“有感”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蒲江县纪委监委抓住关键环节，靶向发
力，聚焦养老机构（服务设施）运营管理、最低生活
保障金资金账目管理、对象身份核定等关键环节，
会同县民政局、县人社局组建专项治理督查小组，
采取实地查看、入户听音、下发提示函等方式，重
点开展查责任、查职权、查制度、查作风“四查”工
作，深挖“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等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对社保领域管理服务工作短板、易发
和多发问题属性进行分析研判，找准症结，健全问
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完善管理办法，强化监
督、风险预警和责任追究机制，从源头上堵塞漏
洞。截至目前，该县已发现最低生活保障金问题
代持代管台账记录不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制度不
完善等问题 20 个，向镇（街道）制发整改通知书 9
份，发现问题线索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
对养老社保领域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监督检
查，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形成全面、系统、
长效的防控工作机制，从源头上堵塞漏洞，有效解
决养老社保政策落实中存在的问题。”蒲江县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艾 程廷静

典 型 案 例

成都市龙泉驿区行政审批局食药卫健审批
科工作人员陈丽君违规收取好处费问题。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陈丽君利用在区市
场监管局、区行政审批局从事审批服务的职务便利，
在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过程中，先后多
次向群众索要“服务费”，共计人民币 2600 元；多次
为成都市龙泉驿区某咨询有限公司介绍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代办业务，并收受该公司相关人员
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 1850 元。2022 年 5 月，陈丽君
受到政务记大过处分，违法所得予以退赔、收缴。

释 纪 释 法

陈丽君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本应恪尽职守，全心
全意为群众做好政务服务工作，但却公权私用、以权
谋私，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既侵害了群众
利益，又损害了政府形象。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结合“十大领域”专项治
理，主动查找在为民服务、秉公用权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切实整改到位。要进一步树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牢记公权姓“公”，廉洁用权、依法用权，切
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调动广大群众和更加广泛的社会
力量参与文明创建，为成都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建言献策、凝聚共识，积极营造
全民参与、全民支持、全民共享的浓厚氛
围，助力成都高质量高标准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5 月 20 日，成都市文明办向社
会公开征集成都市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公
益大使、市民观察员、市民监督员。

经过两个月的评选、审核、遴选工作，
分区分类建组，最终确定了文明公益大
使、市民观察员、市民监督员共390名。

根据征集令，文明公益大使主要参与
“文明茶馆大家谈”等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公益活动，重在发动社会面参与，发出文
明行为提升、文明素养提升倡议，通过自
身在行业、领域内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
召力，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和文
明氛围。

市民观察员主要观察创建中的问题，
重在实地考察，提出问题建议，重在查漏
洞、补短板，为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建言、献
策、监督。

市民监督员主要发挥在文明创建工
作中的主体和社会监督作用，拓宽市民反
映问题的渠道，重在查漏问题、反映问题，
监督文明创建问题的解决落到实处。

做实监督筑牢防线 坚决守护民生福祉

成都聚焦养老社保领域持续深化专项治理

清廉蓉城
濯缨锦江 清流万里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核心价值引领 天府文化润城 先进典型示范 市民友善优雅

第118期

06
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联系电话：962211 电子邮箱：cdrb962211@qq.com

文明公益大使、市民观察员、市民监督员成员确定

文明创建全民参与
成都发出390张聘书

“十大领域”专项治理曝光台

文明是城市之光，是城市之魂。城市因文明而产生，也因文明而充满魅力。
经过两个月的评选、审核、遴选工作，117名文明公益大使、97名市民观察员、

176名市民监督员诞生。昨日，在成都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宣传动员会上，成都
市文明办为文明公益大使、市民观察员和市民监督员的代表颁发了聘书。

“ 我 家 的
灶不知道怎么
回事，怎么也
用不上，麻烦
你们来帮我看
看。”几天前，
成都城市燃气

集团客服公司的杨晓明接到八里小区陈阿姨的电
话，一刻也没耽误，马上就安排“晓明”服务队的队
员上门帮忙解决问题。类似的求援电话，杨晓明几
乎天天都会接到。

杨晓明在成都城市燃气集团客服公司工作了
30 年，上门服务过的客户已超过了 10 万户。凭借
自己熟练的操作技术和丰富的经验，他长期帮助空
巢老人、特困户，利用节假日和下班时间，和他们谈
心，免费为他们维修燃气具、水管、电线等。“小杨真
是千里挑一的好人啊，只要我的热水器、燃气灶有
什么问题给他打电话，他一下班就会来给我检查，
要是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就好了。”一位经常与杨
晓明打交道的陶婆婆说道。

不仅对孤寡空巢老人，对有需要帮助的所有
人，杨晓明都是随叫随到。每次入户，他总是对客
户说：“这个是我电话，你还有什么不太清楚的就给
我打电话，我电话 24 小时开机。”为此，他一直都没
有换过手机号，他的手机号码也成了大家身边的

“燃气110”，让大家更方便更安心。
2009 年 11 月，杨晓明成为好心人公益团队里

的一名志愿者。因为他的工作是一线入户，所以就
为好心人公益团队提供了很多需要帮助人的一线
准确信息。公益团队的负责人表示，“在我们的帮
扶对象中，他几乎把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十分用
心。”与此同时，他积极参与团队对外帮扶的各项公
益活动，为公益做实事，甚至还不断地带动身边人
加入到好心人公益团队中来。

杨晓明的助人行为也影响着身边的同事，在他
的带领下，2016 年公司成立了“晓明服务队”，通过
现场模拟、线上直播等形式，以优质便民服务走进社
区。杨晓明告诉记者，“因为现在成都的老旧小区在
提档升级，改造后的小区因为居民安全意识的淡薄，
其安全风险等级反而还增高了，我特别担忧这个事
儿。所以，我现在每个月都会联系小区的‘两委’，和
我们‘晓明服务队’一起组织开展各类活动，来提高
居民的安全意识，培养他们的安全习惯。”据统计，

“晓明服务队”在各个社区共开展了 600 余次活动，
免费为社区居民安检维修1万余次，隐患整改1000
余次，得到了公司、街道、社区、用户的好评。

“能够帮助他人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虽然有
时候很苦很累，但我们是每天看到笑脸最多的人，
也是最幸福的人。”在杨晓明的公益理念里，帮助他
人就是一件快乐的事，燃气事业和公益事业都将成
为他的终生事业。

李世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文明公益大使林雨婷：
“作为一个非常热爱成都的市民，能成为

文明公益大使，倍感荣幸。我将深耕自己所在
的板块，去影响和我有所链接的人，切实履行
好文明公益大使的职责，比如在新产品包装
上，印刷可回收等字样，不断通过短视频、广
告、图文、展会等多种形式，不间断地宣传垃圾
分类、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等。同时，我也会身
体力行地参加各类文明志愿活动，给成都市民
心中植入一颗文明的小种子。每一次的宣传，
都像是在给这颗小种子浇水，相信有一天这颗
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结出芬芳的果实。”

市民观察员李文：
李文表示，在接下来的日子，他会更努

力观察身边的点点滴滴，在本职工作中，履
行好自己作为市民观察员的义务，把收集的
意见、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为文明典范城
市的创建建言、献策，争做文明行为的践行
者，文明风尚的传播者，文明城市的参与者。

市民监督员孔马追：
作为一名快递小哥，孔马追走街串巷，时

而看到遛狗不拴绳、乱闯红灯等不文明现象。
成为成都市文明监督员以后，他将以身作则做
文明市民，主动纠正不文明行为，在日常生活
中倡导大家都做文明人，多做文明事。“我相
信，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把城市变成我们想要
的样子，城市就会越来越美好。”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成都正筹备成都
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会（下称

“促进会”），当前已完成“促进会”的预核
名工作。在筹备期间，邀请文明公益大
使、市民观察员、市民监督员等参与了5个
城区“文明茶馆大家谈”活动，征集 26 个

“创建文明典范城市”活动。
接下来，为规范有序地发挥三类人群

的凝聚力、号召力、推广力，还将撰拟《文
明公益大使手册》《市民观察员手册》《市
民监督员手册》。

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聘任文明公
益大使、市民观察员、市民监督员，必将成
为绘制今年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画
面的又一华笔妙墨。记者了解到，为广泛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成都今年还开展了“文
明茶馆大家谈”，邀请居民代表、交警、志愿

者、道德模范、城管、物业等各个领域的市
民，聚在成都烟火气最浓的茶馆里品香茶、
话文明。每一期“文明茶馆大家谈”围绕随
地吐痰、乱扔烟头纸屑、非机动车逆行、闯
红灯、市民不文明养犬、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和现
象，聚焦群众所思所想、所求所盼、从解决
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展开话题讨
论、探讨解决方法、凝聚文明共识，让文明
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落地落细落实。

目前，“文明茶馆大家谈”已连续开展
7 期，每周在成都各区（市）县范围内持续
火热开展。在活动中，每个人都成为了城
市文明的参与者、倡导者、促进者。“文明
茶馆大家谈”已成为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的一个品牌活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老百姓身边的“燃气110”
为社区安全护航

专 访

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明创建

成都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会即将成立

民有所依、老有
所养，社会保障是一
张兜住民生的“安全
网”。当前，成都正聚
焦乡村、教育、医疗等
十大民生热点领域，
大力整治啃噬群众幸
福感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其中就包括养老
社保领域存在的最低
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
管理不规范、贪占挪
用、优亲厚友，待遇领
取资格认证及待遇发
放等环节监管不到
位，以及对公办养老
机构管理失管失察、
对民办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综合监管不力等
突出问题。

按照全市统一安
排部署，聚焦养老社保
领域，牵头和责任单位
制定方案，明确治理项
目具体内容、工作措
施、进度安排等，有力
有序开展治理。同时，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机构）深耕主责主
业，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着力推动治理工作
取得实效。

“养老保险认证必须要现场认证或
者在手机程序上进行，这对于老年人并
不是很方便，是否可以优化一下认证手
续？”

“低保政策能否更加精准？比如核
算低保家庭收入时，无房家庭是否可以
减少房租费用？残疾人是否可以单独办
理低保？”

⋯⋯
养老保险、低保与民生息息相关，是

群众关心关切的重点。对此，作为此次
养老社保领域专项治理牵头单位的成都
市民政局按照工作方案，全面排查问题，
建立台账清单，明确问题整改责任人、整
改措施和整改时限，持续深化专项治
理。“自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我们已对全
市461家养老机构进行了检查，发现问题
528 个。对 900 余户不再符合低保标准
的进行清退，及时吸纳 1217 户符合低保
标准的人群，让低保政策真正惠及于
民。”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张军介绍。

成都市人社局作为责任单位，围绕
养老社保方面开展了自查自纠，及时发
现存在的问题。“目前，治理工作已经取
得一定成效，我们进一步规范了线上线
下服务，已经实现网上办理178项社保经
办事项，日均办结量近 20 万笔。”成都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局长尤春来说道。
据悉，市人社局认真推进“一窗办”“网上
办”“掌上办”，最大限度减证明、减环节，
精简学校就读、死亡医学等 13 个证明材
料，让群众“少跑路”“不跑路”。

为着力破解群众反映强烈、久未解
决的突出问题，成都市纪委监委驻市民
政局纪检监察组协调市民政局召开专项
治理推进工作会 10 次，并约谈相关处室
负责人4人次，采取函责提醒方式发出工
作建议函 3 份，反馈问题 8 个，进一步传
导责任压力。成都市纪委监委驻市人社
局纪检监察组联合市人社局专项治理成
员单位组成暗访督查专班，暗访中介机
构 5 家，走访办事群众 80 余人次，收集梳
理社保基金管理和业务办理中的痛点堵
点问题20个，及时反馈责任单位。同时，
协同市人社局机关纪委对近两年以来
566件群众来信来访件进行起底排查，聚
焦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分析原因，研判
风险点，一体联动推动专项治理。

金牛区天回街道玉垒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违规
开设茶馆、部分养老设备闲置不用的问题在不久前
召开的全市“十大领域”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上被曝
光。针对这一问题，金牛区纪委监委立即督促区民
政局、天回镇街道落实整改，并进一步核实相关部
门、街道是否存在不正确履职的问题。

经查，天回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因运营能力欠
缺、管理水平不高以及疫情影响，导致服务功能弱
化，一度出现经营困难。2021年下半年，该中心负
责人擅自将部分功能室改为麻将室以维系运营。
该问题被曝光后，金牛区民政局联合天回镇街道办
事处成立检查小组，责成运营机构停业进行整改。
目前，天回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已按建设标准和功能
设置要求完成整改，制度标牌重新制作上墙，并恢
复设置康复室、医务室等功能空间，重新铺设3张
日托床位。针对暴露出的职能部门监管不力以及

街道督促整改不力等问题，金牛区纪委监委分别给
予区民政局养老科室负责人批评教育处理，给予天
回镇街道相关科室负责人谈话诫勉处理。“我们还
督促相关单位积极举一反三，查找养老社保领域存
在的其他问题，并制定整改清单，以整改实效回应
群众关切。”金牛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金牛区在聚焦成都市纪委明确的“十大领域”专
项治理基础上，结合区域实际延伸至工会领域，形成

“10+1”领域治理格局。“我们坚持办案引领，对专项
治理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严肃查处、精准问责，深挖
细查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及时进行通报曝
光，在全领域持续释放从严信号，形成警示震慑效
果。”金牛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专项治理工
作开展以来，该区涉及“10+1”领域共立案17件22
人，查处6件7人，留置4人，发出督办函10份，制发
纪检监察建议书2份，推动解决、整改问题16个。

优化便民服务
把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作为治理重点

聚焦典型问题 严查相关部门单位的不正确履职行为

力求治理实效 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