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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专题开展 2018 年度县区委书记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党委（工委）书记落实主体责任述职评议工作

广元晚报讯（广元日报记者
蒲洪旭）昨日上午，市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开展 2018
年度县区委书记和市直有关部门
单位党委（工委）书记落实主体责
任述职评议工作。市委书记王菲
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市长邹自景，市政协主席杨凯，市
委副书记冯磊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关于开展 2018 年度
各市（州）党委书记和省直有关党
委（工委）书记落实主体责任述职
评议工作有关精神。
会上，各县区委书记、市天然
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党委书记和
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
委“两新”组织工委、市卫生计生
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抓基
层党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等进行述职。王菲认
真听取大家述职，并逐一点评，既
充分肯定成绩，又一针见血指出
问题，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

提出要求。
述职汇报结束后，王菲在讲
话中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县区
党委和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党委
（工委）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高
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把党的政
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
维护”，扎实推动中央、省委决策
部署在广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探索推进村党组织合建联建，大
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促乡
村振兴、促产业发展、促扫黑除
恶、促社会稳定；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实施意识形
态提示预警制度，党管意识形态
工作不断加强；大力开展“作风纪
律深化年”活动，党风廉政建设持
续深化，良好的政治生态持续巩
固发展。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市
党建工作也还存在一些差距和短
板，务必高度重视，担当主体责
任，对标对表、对号入座、主动认

领，采取针对措施，坚决整改落实
到位。
王菲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
中央、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部署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全市各级党组织要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始终
保持清醒政治头脑，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全面抓好党的政
治建设这个根本性建设。要矢志
不渝加强思想建设，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认真抓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扎实抓好意
识形态领域工作。要持之以恒推
进组织建设，大力推动基层党组
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着力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党员干部
队伍，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执政骨

干队伍和坚强战斗堡垒。要坚持
不懈抓好作风纪律建设，持续深
入正风肃纪，保持惩治腐败高压
态势，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
良好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管党
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党的建设
的领导，主动担当作为，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不断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省委组织部组织有关同志到
会指导并讲话。
市委常委出席会议。市国资
委党委、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党委、广旺集团公司党委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并作书面述职。市委
党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市委有
关部委负责同志，市纪委委员，党
的十九大基层代表、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基层代表和省基层党建一
线联系员、部分“两代表一委员”
基层代表和党员代表等参加会
议。市县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套开交通运输协同发展推进会召开

到 2022 年川东北经济区
初步建成东向北向出川综合交通枢纽
昨日，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
套开交通运输协同发展推进会，分
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攀西和川
西北五个经济区，分别部署实施成
都平原经济区交通同城化一体化、
川南经济区交通一体化和川东北经
济区、
攀西经济区、
川西北生态示范
区交通协同发展等五个实施方案，
推动各区域交通运输“最该干、能
干、
能见效的事”
加快落地落实。

据了解，成都平原经济区重点
开展增强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完善
城际快速路网，优化普通国省道等
级结构，
提升内河航运能力，
推动运
输服务一体发展，提升在线协同管
理能力等工作。到 2022 年，基本形
成
“内圈四市同城化、
区域整体一体
化”
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
川南经济区重点开展畅通南
向运输通道，提升枢纽效率，加快

交通一体发展等工作。到 2022 年，
初步建成南向开放重要门户。
川东北经济区重点开展提升
通道运输能力，完善区域交通基础
网络和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等工
作。到 2022 年，初步建成东向北向
出川综合交通枢纽。
攀西经济区重点开展打造对
外综合交通走廊，构建战略物资集
疏运体系，完善阳光康旅干线公路

网，建设扶贫致富路等工作。到
2022 年，初步建成四川南向出川综
合交通枢纽。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重点开展
建设通道干线网络，实施交旅融合
示范项目，推进交通扶贫脱贫攻坚
和灾后恢复重建，完善建管养运协
调机制等工作。到 2022 年，初步形
成“ 快 进 慢 游 易 出 ”基 础 设 施 网
络。
王眉灵

承诺购房送花园 却不知也属违法建筑
昨日，市城管执法局相关
负 责 人 做 客《阳 光 政 务 ——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小区
违法建设、贴罚单、娱乐场所
噪音扰民等问题与市民在线
互动。

购房时的赠送面积
很可能是违法搭建
“我在邦泰康郡买的房子，开
发商同意我们一楼的住户建花园，
为什么被城管强拆了？”节目中一
位女士打进热线询问。
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该小区是
开发商与业主签订了补充协议，同
意一楼住户建花园，补充协议不在
购房合同内，在法律上得不到认
可。该小区多位业主投诉一楼住
户私自占用公用绿地改建花园的
行为，经规划部门现场核实，建花
园的地方属于整个小区的公用绿

地，不属于开发商可以出让给业主
的花园。如果该花园是前期设计
上有的，应该体现在购房合同里，
而不是补充协议，同时，开发商没
有任何权利同意业主在公用绿地
建花园，建设主管部门才有审批
权。
针对市民提出城管不该强
拆，应找开发商处理的问题，该负
责人表示，如果花园是前期修好
的，城管部门应该找开发商。目
前未经建设主管部门批准业主擅
自在公用绿地搭建，城管将依法
依规拆除。鉴于目前的情况，建
议业主与开发商协商处理，正当
维权。同时，我市目前小区业主
占用公共绿地乱搭乱建的情况时
有发生，根据市委市政府对整个
城市违法建设的总体要求，控制
新增，逐步消化存量。
提醒广大市民，在购房时不要
轻信开发商所谓的赠送面积，这些
地方很可能以后会存在违法搭建，

被城管部门查处。如遇到相关问
题，可向律师或城管部门咨询，对
赠送的面积以后能不能用等问题
他们将给予合理的建议。
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
查处车辆乱停乱放
“城管是几点钟下班？晚上城
管也在贴罚单，有时候临时停一会
就会被贴罚单？”有市民询问。
相关负责人表示，城管贴罚单
不是随意的，对于没按规定停放在
指定位置（停车线）的，严格按照程
序进行处罚。对于临时停车驾驶
员在场的，先指出其违法行为，予
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对拒
不驶离的，再依法查处。同时，城
管部门建立了 24 小时值班制，早 7
时 30 分至晚间 9 时，由各片区城管
负责，晚间由特勤大队负责。对于
乱停乱放的情况，贴罚单主要是上
班时间，下班时候如有市民投诉，
特勤大队将到现场查看情况，属实

的将进行处罚。
娱乐场所噪音扰民
将研究找到根治办法
“小区楼下开了一家 KTV，存
在噪音扰民，我们给城管部门反映
后城管进行了查处，过段时间这家
KTV 又开始扰民了。”一市民反映
娱乐场所扰民的情况。
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举报投
诉后，执法人员要到现场取证，检
测噪音是不是超标，之后还必须邀
请环保部门到现场进行专业检测，
如检测超出规定分贝才能进行查
处。这种处罚标准是 200 元以下的
罚款，并责令整改。但是大多没有
资金进行整改或采取有效的措施，
过段时间又出现类似的情况。下
一步，将加大研究力度，找到根治
办法。城管建立了 24 小时值班制，
针对市民的噪音扰民投诉，确保能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广元晚报全媒体记者 尹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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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市抓获
电诈犯罪嫌犯 220 人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赵
慧）昨日，我市召开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市级部门
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暨深入推进
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
去年一年，全市范围内开展打击
治理通讯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取得的成效。
2018 年，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强化破案打击，成功侦破了一批
大案要案。全市公安机关共抓获
电诈犯罪嫌疑人 220 人，破获串案
22 串，41 件，打掉团伙 42 个，查扣
银行卡 346 张、手机卡 700 余张，
扣押赃款 2700 余万元。昭化区公
安分局成功破获了公安部挂牌督
办的 2018 年 1 号案件——
“民族
资产解冻电信网络诈骗案”。旺
苍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了冒充部队
采购物资进行诈骗的“梅某被诈
骗案”等。
同时，去年市“反诈中心”共
接 警 420 起 ，紧 急 止 付 760 笔
4240.2 万元，冻结 348 个涉案账户
3629.5 万元，通过拨打电话和发
送短信方式，向全市 800 余名疑似
受害人进行了预警。

中央彩票公益金发放
500 余万资助我市师生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
春）昨日，2018 年“四川省农村家
庭经济困难教师”暨中央彩票公
益金励耕计划和幼儿教师资助金
发放仪式举行。
自 去 年 9 月 份 以 来 ，通 过 基
层学校推荐、县（区）教育局和教
育基金会初审申报，市教育基金
会审查复核，省教育基金会组织
各市州交叉评审，并通过四川省
教育厅网站公示，全省有 504 名
家庭困难教师受到广州助学金项
目资助（我市 27 名）。中央彩票
公益金三个子项目资助计划分别
是：滋蕙计划资助家庭贫困高中
学 生 全 省 24400 人（我 市 1414
人），励 耕 计 划 资 助 家 庭 贫 困 教
师全省 4600 人（我市 240 人），幼
儿教师资助计划全省 780 人（我
市 30 人）。
今年我市励耕计划共资助教
师 240 名，资助金额 1 万元/人；幼
儿教师资助项目 30 人，资助金额
1 万 元/人 ；滋 蕙 计 划 资 助 学 生
1414 名，资助金额 2000 元/人。
“广
州助学基金”项目资助农村家庭
经 济 困 难 教 师 27 人 ，资 助 金 额
50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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