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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时报讯（记者 李增平）3 月 13 日
下午，中共海东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召
开。市级领导徐信阁、陈启福，潘锋、
马成龙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潘锋代表市二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市纪委
委员表决通过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2017 年，全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聚焦监督执纪问责，落实
管 党 治 党 责 任 ，实 践 运 用“ 四 种 形
态”，持续深化正风反腐，切实维护群
众利益，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
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
明显成效。全年督促全市 57 个市管
领导班子制定责任清单，层层签订责
任书；共检查发现作风纪律问题 702
个，移交问题线索 92 条，戒勉谈话 11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29 人，通报曝光
典型问题 2 批 16 起 77 人；实践运用
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四种形

态”处置方式更趋合理；完成两轮常
规巡察，发现问题 92 条，移交问题线
索 10 件。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察，
发现问题 2487 条，整改完成 1229 条，
移交问题线索 106 件。
会议要求，今年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要以新思想引领新担当新作
为，在新起点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条
主线，进一步增强做好纪检监察工
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突出党
的政治建设首要位置和管党治党政
治责任落实两个重点，进一步落实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在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上实现新突
破；深化作风纪律建设、高压惩治
腐败、监察体制改革三项任务，坚
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引向深入；强化重点领域监督检
查、巡察和派驻监督、宣传教育、
队伍建设四项工作，凝聚纪检监察

工作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各
单位要贯彻落实好这次全体会议精
神，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市工
作部署和要求上来，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有力的措施做好今年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坚持问题
导向，突出工作重点结合实际，抓好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
务的落实。要自觉把主体责任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逐级逐层
传导责任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
向纵深发展。
会上，循化县县委、民和县县委、
平安区纪委、市环境保护局党组、市
教育局党组、市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组
向大会作述责述纪述廉报告，围绕履
行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执
行廉洁纪律等方面“亮”成绩，
“晒”不
足，现场接受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考核组的点评，与会人员对“三述”单
位和个人进行了民主测评。

近 年 来 ，乐 都 区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走出了符合实际的
“造血式扶贫开发”之
路，山区群众脱贫致
富的步伐进一步加
快。图为乐都区寿乐
镇祁家山村通过乐都
区公安局的扶贫，打
通了村子里的水泥硬
化路，更换了每家每
户的老旧线路。
时报记者 颜金梅 摄

河长来了，水更清了
□时报记者 胡生敏 通讯员 柴东
封堵，在辖区 11 个入河排口处全部
3 月 10 日清晨，家住平安区委家
设立告知牌。
属院的李大爷像往常一样沿着河岸
“以前的河道脏乱差，两岸居民
散步。没有飞扬的尘土、没有喧嚣的
往河里排污水，岸边都是生活垃圾，
噪音，他悠闲地迈着步子，呼吸着清
每年政府都得清理好几回，更别说能
新空气，感受着晨风的清凉，偶尔也
在这里看到鱼了。
”市民李岩说。
会停下来扭扭身子骨。
“你看，这条河
今年以来，海东市以保护水资
两岸通过景观改造，都成了大家健身
源、管控水岸线、防治水污染、改善水
休闲的好地方啦！”
环境、修复水生态、实现水安全为主
如今，在河畔散步、锻炼真是一
要任务，在全市各县(区)河库全面推
种享受。因为，碧波清水又回到了身
行河长制。截至目前，全市已确定市
边，浸润着海东市民的生活。
级河长 4 名、县（区）级河长 24 名，乡
水质改善，源于不懈治水。秉持 （镇）级河长 283 名、村级河长（巡查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海东市高度重
员）1435 名，四级河长体系已形成，全
视、不断推进海东水环境综合治理力
市 1746 名各级河长全部走马上任，
度，实行精细化管理模式，围绕“除
开展河湖调研、巡查、管护等工作。
臭”
“水清”
“景美”做文章，把握细节、 同时，设置村级保洁员 1866 名，开展
紧盯过程，对全市辖区的河道水沟进
村级巡查、清洁工作。设立各类河长
行进一步治理。
公示牌 1161 块。通过全面推行河长
“现在在河边散步，基本闻不到
制，全市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发展。
异味了，就算经过截污沟的排水口，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随着河道生
也没有臭味。
”市民胡朝忠说。
态环境综合整治，河长制理念逐步深
随着海东市城乡环境整治百日
入，全社会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
增强，全市三条主要河流水质明显改
行动的开展，海东市水务局积极配合
善。根据环保监测数据，湟水河出省
开展排污口专项检查，对不达标水质
的排污口一律实行限期治理，对不符
断面水质由原来的Ⅳ、Ⅴ类逐步提升
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的一律取缔或
为Ⅱ、Ⅲ类，大通河入湟口断面水质

稳定保持在Ⅲ类，黄河出省断面水质
稳定保持在Ⅱ、Ⅲ类。同时，各级河
长不断深化举措，以中央环保督查为
契机，联合各级职能部门，采取拆除
违法建筑、清运河道垃圾、清除乱垦
乱植、拆除非法养殖场、查找污染源、
封堵排污口、实施常态化水面清漂等
措施，
使河流水质不断改善。
河长制就像一棵生命之树，水流
到哪里，责任就跟到哪里。
“按照河长
制分级负责的管理机制，我们从源头
治理，根据河长制划分的责任河段，
对辖区的河道进行了全面整治，包括
对河道进行清淤，设置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对养殖户加强监督管理，对
企业进行重点巡查等。通过整治，河
道脏、乱、差的现象得到了极大改观，
河道卫生有了明显改善。”海东市水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今的海东，天蓝水清，地绿景
美，生态宜居，为河湟谷地增添了福
气、人气，让百姓生活更加和谐宜居、
更加幸福美好。

4家不合格家电经营户被查
时报讯（记者 陶成君 通讯员 苏忠山）近日，海
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
验为抓手，强化抽检执法水平，取得了明显效果。
截至目前，全系统共抽检商品 6 大类 18 个品种，依
法对 4 家销售不合格家电经营户进行了立案查处，
案值 3 万元，收缴罚没款 4 万元；没收各类电灶台、
电饭煲等炊具 21 台，价值 0.92 万元；查处销售不合
格电线电缆案件 8 起，
目前仍在调查处理中。
今年以来，海东市市场监管局结合消费者投诉
热点、
难点和本市实际，
制定具体抽检计划和抽检方
案，认真组织开展抽检工作。按照时限要求及时将
抽检结果送达被抽检经营者和标称生产者，保留送
达回证或快递单据。同时，
严格规范复检程序，
被抽
检经营者或生产者对初检结果有异议的需书面提出
复检申请，
符合复检条件的制发书面复检通知书。
在检查中，该局突出群众关心的儿童玩具、服
装、鞋类、建材等商品，具体以服装箱包类（包括休
闲服装、箱包、内衣）、家用电器类（包括吸油烟机、
电灶、洗衣机、净水器）、汽车配件类（包括机动车发
动机冷却液、机动车辆制动液、汽车机油）、建材类
（包括人造板及其制品、涂料、电线电缆）、儿童用品
类（包括童车、玩具）、珠宝玉石及贵金属类（包括非
镶嵌珠宝玉石、镶嵌珠宝玉石、贵金属首饰及制品）
为重点抽检商品种类，开展商品质量抽检，对抽检
不合格的商品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查处销售不
合格商品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通过组
织召开行政约谈通报会，向被抽检人和生产企业负
责人通报商品质量抽检情况，利用微信平台及时发
布抽检工作信息、抽查公告和消费提示。
（上接 A01 版）
鸟成云强调，今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四个转变”推动落实
“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坚定理想信念，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强化制度保
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海东在兰西城市群节点崛起提供坚强保证。
鸟成云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
到中纪委及省纪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上来，把各
项决策部署一项一项抓实抓好，切实增强全面从严
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清全面从
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充分认清形势，坚持一
以贯之、坚持问题导向，增强忧患意识，发扬自我革
命精神，坚守纪律规矩、清正廉洁这条底线，以更大
决心、更大勇气、更大韧性管党治党，努力交出一份
让省委放心群众满意的“海东答卷”。要以永远在
路上的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深
化政治建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化作风建设，密
切党群干群关系；深化纪律建设，科学运用“四种形
态”；深化党内监督，构筑有效管用的监督体系；深
化标本兼治，着力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要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牢记管党
治党主体责任，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
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铸好环环相扣的
“责任链”
，牵牢主体责任
“牛鼻子”。
会上，鸟成云代表市委与市级领导班子党组、
各县（区）党委签订了 2018 年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
任书，并对各县（区）委书记进行了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两个责任”
集体约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