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成都市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

建立“积极预防、系统治理”工作机制的实施

意见》， 提出用两至三年时间逐步形成一套

实施“积极预防”战略、系统化推进预防腐败

工作的具体办法，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进一步落实， 推动系

统化防治腐败工作扎实开展。

根据安排，市国资委、市建委、市金融办、

成都银行、市工投集团、市建工集团被确定为

今年市级系统治理单位；青羊区、青白江区、

新都区、彭州市、双流县、蒲江县被确定为重

点联系区（市）县。

制发预防腐败建议书 细化措施

《实施意见》明确了系统治理单位党委

（党组）开展“积极预防、系统治理”工作的

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推动开展“积极预

防、系统治理”工作的监督责任，并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把建立“积极预防、系统治理”

工作机制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

任”和推动实现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重

要载体， 努力实现预防腐败工作由被动向主

动、单一向系统、分散向融合的转变。

被纪检监察机关确定为开展系统化防治

腐败工作的单位， 要对本单位本系统的廉政

风险进行再次清理排查， 找准重点岗位和关

键环节中存在的制度机制漏洞。 组织具有预

防腐败职能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进行问

题会诊，群策群力，提出系统化防治腐败工作

措施，形成综合情况报告，报同级纪检监察机

关审定后实施。

系统治理单位要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制发

的《预防腐败建议书》，制定本单位治理方案，

细化防治措施，开展综合施治；有多个部门参

与的系统治理项目，牵头单位应协调相关单位

召开“任务分解会”，对《预防腐败建议书》中

明确的系统治理措施进行任务分解，落实工作

责任。建立系统治理项目化管理制度，健全工

作落实动态跟踪台账， 对治理措施逐一登记、

逐一“销号”，确保全面落实工作要求。

分层分类收集反腐倡廉信息

《实施意见》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

履行监督责任，建立信息收集排查制度，分层

分类收集各地各部门纪检监察机构、 政法机

关及其他执纪执法机关掌握的反腐倡廉工作

信息，实现信息收集的全覆盖。重点收集案件

检查、信访举报、廉政风险排查、作风建设、巡

视巡察、 干部考察等发现或掌握具有开展系

统化防治腐败价值的重大线索， 以及通过网

络舆情、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满意度测评反映

出的重要情况， 建立完善反腐倡廉工作信息

台账。

各级党委（党组）应把建立“积极预防、

系统治理”工作机制列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年度总体安排部署， 作为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暨建设廉洁成都的重要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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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保厅发布企业“污染源地图”，上网即可查你家附近有无排污企业

对排放不达标的企业，普通市民还能查到其联系方式等详细信息

喂，污染企业，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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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检察机关

推出侦查活动监督平台

成都商报讯（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日前，锦江区检察院在办理唐某

涉嫌贩卖毒品一案时， 承办检察官运用

侦查活动监督平台发现， 侦查机关对明

显应该扣押的财物、物品未扣押。随后，

该检察院向侦查机关发出了《侦查活动

监督通知书》。这个今年5月成都市检察

机关在全省率先推出的平台， 将侦查活

动监督事项按照侦查办案流程分解为27

类249个监督项目，全面涵盖了各个侦查

活动监督点。

据介绍， 该平台是依托成都市检察

院与市公安局共同会签的“侦查监督和

执法监督相衔接工作机制”、 在学习借

鉴深圳市检察院先进经验基础上开发建

立的。 平台最大的特点是与检察机关统

一业务应用系统对接， 实现了在审查逮

捕办案中适时、同步、准确、全面对侦查

活动进行监督的目的。目前，全市两级检

察机关已全面覆盖投入使用。

四川有哪些国家重点监控的污染源？它

们分布在什么地方？ 离你家最近的那家污染

源是否在达标排放……这些信息， 今后都可

以在网上自己查询了。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 四川省环保厅

建设的“四川省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测信

息公开平台”日前已经上线，全省纳入国家

重点监控的500多家污染源的分布、 类别、所

属行业、企业法人代表及联系人和电话、污染

排放的监测数据等信息， 都在平台上公开供

公众查阅，并正在进一步完善。

该平台将四川国控污染源的具体位置在

地图上一一标明， 俨然是四川公布的首张权

威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地图”。

标了哪些企业

废水废气重金属等污染源企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四川省环保厅

官网发现，早在去年就开始部署建设的“四

川省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监测信息公开平

台”已经上线。点击进入该平台，一张标着

数百个蓝色图标的GIS定位地图立刻进入眼

帘。这些蓝色图标，每个都代表一个国家重

点监控企业污染源，俨然一张国控源的“污

染源地图”。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是环保部根

据一定原则和方法筛选出来的需要重点监

控的企业，包含了绝大部分重污染行业的企

业和曾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或重特大

污染事故的工业企业等。2014年， 四川省纳

入国控名单的共595家， 其中废水类151家，

废气类126家，污水处理厂165家，重金属类

153家。其中，除经各市（州）环境保护局审

核并报省环境保护厅确认的废水不外排、永

久性关停、全年停产、名单重复及不具备监

测条件等企业外，都要纳入这张“污染源地

图”公布信息。

通过这张“污染源地图”，公众可以一

目了然地看到国控源在全省的分布情况。可

以看出，国控源的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

相关，成德绵眉乐5市组成的长条形区域、沿

长江的宜宾和泸州区域、 自贡和内江区域、

遂宁和南充区域、广安和达州区域、攀枝花

以及西昌等，集中了全省绝大部分国控重点

污染源。

鼠标一点污染源

联系电话、地址都能显示

其实，这张“污染源地图”不仅能看到

污染分布，还能提供更详细的综合信息。比

如，把鼠标放在代表污染源的蓝色图标上，

就可以显示出该图标代表的污染源的企业

名称，再点击“详细信息”，即可进入该污

染源的专属页面， 其公开的信息包括企业

的所属行业、污染类别、详细地址甚至经纬

度坐标、法人代表和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企

业介绍、污染排放设备、监测点位、监测指

标和结果等。

例如，成都商报记者点击“四川眉山

丰华纸业有限公司”进入后看到，该企业

污染源为废水类别，地址在东坡区松江镇，

是一家制浆造纸企业，年生产320天。其废

水排放口最近即7月31日22时监测的结果

是化学需氧量62毫克每升， 低于标准限值

90毫克每升。

有了这张地图，你可以很快查询到自家

附近有哪些重点污染源，以及它们的基本信

息和污染排放是否达标等信息。据悉，这些

监测数据应当在该平台上至少保存一年。

监测数据属企业自测

环保部门将监测比对

不过，据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该平台公布

的污染排放监测数据，系企业自测数据。

据四川省环保厅的说明，根据《国家重

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试

行）》的有关规定，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应该

自行， 或者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机构监测其

有关排污信息，并将其公开，公开内容包括企

业的基础信息、自测方案及监测结果，污染物

排放情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等。同

时规定， 企业对其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根据省环保厅的部署， 委托第三方监测

的，各市（州）环保部门要加强对属地内社会

监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每年进行1至2次的监督

检查。对于企业拒不开展自行监测、不发布自

行监测信息、自行监测报告和信息公开过程中

有弄虚作假行为，或开展相关工作存在问题且

整改不到位的， 环保部门按规定进行处罚，包

括不予环保上市核查、暂停各类环保专项资金

补助、建议取消其政府采购资格、暂停其建设

项目环评审批、暂停发放排污许可证等。

校训因爱国而生 情怀绵延70载

“三育并重，文武合一”这条校训刻在龙泉

一中的“三育园”内，这8个字已经历了70年风雨

浸润。1944年，800万四川青壮年投身抗日烽火，

时任川军29军军长的田顺尧感叹，只有学子知识

丰富、身体强健，才能勇担保家卫国的重任。于

是，他出资在家乡创立了名为“简阳县龙泉镇初

级中学”的学校，也就是今天的龙泉一中。

当时，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被

田军长的义举深深打动， 便亲笔为学校题词

“三育并重，文武合一”，勉励师生“智”“仁”

“勇”并重，希望学生们都能成为健全之才，以

报效国家。多年过去，虽战争硝烟散尽，但这条校

训本身和它所包含的爱国情怀和“文武合一”

的精神却并未消失。 在龙泉一中师生看来，这

种精神已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个角落。

每年新高一军训时， 龙泉一中都要挑选

新一届的国旗班，负责每天的升、降国旗，学

生须综合素质优秀才能入围。 一名旗手和两

名护旗手，早上7点40分升国旗，傍晚5点40分

降国旗， 是雷打不动的作息。 每到这两个时

刻，只要在校园里能看见国旗的地方，师生们

都会主动停下脚步，行注目礼。

“爱国教育不是悬在半空中的，而是平日

的一点一滴。”龙泉一中校长徐本淳如此表示。

“我们这很少见胖子 老师也是”

上学期中期考试，高二（23）班考差了，

平均分陡降。整个中午，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唉

声叹气，还有女生抹起了眼泪。为了渲染乐观

情绪， 开朗的兰彩旗同学带领全班选择了一

种特殊的方式重振士气：跑步。全班几十个同

学走上操场，整齐地排方阵，一边跑一边喊着

班级口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苏勤同学

回忆说，“跑一圈下来，豁然开朗，以前锻炼

时没想到跑步还有这个好处。”

原来，在很多学校压缩体育锻炼时，龙泉

一中早在多年前就建立了 “广播操+跑步”

的30分钟大课间制度。 每天9点5分至9点35

分，学生必须进操场锻炼，跑步时每班排成方

阵，呼喊自己的口号，浓浓的集体主义精神也

因此弥漫开来。

学校张玫老师打趣说，“我们这里很少

见到胖子，连老师也是，因为我们也要跟着学

生跑，几圈下来身体‘热气腾腾’的。”同时，

学生们还自主凑班费购买“供不应求”的运

动器材，“有的班级的羽毛球拍就有10副。”

为了培养学生珍惜劳动成果的观念，龙

泉一中始终坚持学生自主打扫校园卫生，拒

绝清洁工。学校副校长伍久超介绍说，学校按

照内围和外围的划分， 每周将大扫除任务

“承包”给8个班级，教室、操场、走廊、花坛，

甚至是厕所，都要自己清洁。

伍久超表示， 虽然体育锻炼和劳动卫生

不直接教给学生文化知识，但正是这两项，让

他们学会了团结、协作和基本的生活技能，这

正是对70年前诞生的“三育并重，文武合一”

的校训的最好传承。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三育并重

三育，就是以智、仁、勇为根基

培养学生

文武合一

学生不仅要“文明其精神”，

也要“野蛮其体魄”

抗日时期定下校训 70年不忘文武兼备

战争硝烟散尽，龙泉一中校训所包含的精神却并未消失

一图看出

分布特点

分布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

相关,包括多条产业带

●成德绵眉乐5市长条形区域

●沿长江的宜宾和泸州区域

●自贡和内江区域

●遂宁和南充区域

●广安和达州区域

2014成都购物节

今晚开幕

今晚，2014成都购物节将在春熙路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IFS）开幕。本届成

都购物节将持续到10月8日，掀起席卷蓉

城的60天购物狂欢。届时，全成都200余

家卖场将开展2折起的大促销。同时还将

开展2014成都市为民惠民刷卡促消费活

动，6.2元购指定商品、购物满200元立减

62元、 满62元立减20元……为消费者送

上总额高达2000万元的大礼包。

美食免费试吃

品牌时装秀、花车巡游……

今晚19:30，2014成都购物节将在春

熙路广场成都国际金融中心 （IFS）开

幕。乐队献唱、奇幻魔术、小丑巡游、高端

时装秀将轮番登场， 为市民献上视听盛

宴；入驻IFS的餐饮商家还将在开幕式现

场开展美食试吃活动， 消费者到现场参

与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可口美食。此

外， 本届购物节开幕式还特别设置互动

体验区， 品牌商家将邀请消费者参与美

食制作、3D耳机体验、曲棍球游戏、摇摆

机体验等互动活动。

8月14日—9月30日，“哆啦A梦主题

展”将登陆IFS，时空门、竹蜻蜓、记忆面

包……100只1:1等比例的正版哆啦A梦将

带领消费者走进奇异的幻想世界， 感受

新奇的购物体验。在哆啦A梦展上，观众

还能看到著名歌手阿信、 设计师不二良

等名人为成都设计特别版的哆啦A梦。

时尚消费周揭幕

5折入手国际一线大牌

想趁着夏季打折季，“打飞的”到巴

黎、香港扫货？买国际一线大牌，成都一

站就“购”了。随着2014成都购物节的开

幕， 本届购物节的首个主题周———时尚

消费主题周也正式启动，蓉城各大商圈，

各大商场纷纷开展超低折扣促销、 精美

礼品赠送和精彩活动吸睛等方式吸引消

费者快乐消费。

8月8日起，仁和春天百货人东店、光

华店、棕北店开启大促销，多个国际一线

大牌低至5折。部分品牌更将开展买一送

一、 满400省150、 外地会员来蓉消费赠

“过路费”等超值回馈活动。

8月8日—8月10日，锦华万达百货黄

金每克最高立减50元， 铂金每克最高立

减80元， 还有6.8折起购钻石饰品的优

惠。8月10日前，到天鑫洋珠宝购买K金、

翡翠、南红玛瑙、成品钻、彩宝等产品满

1000元省200元；30分钻戒特价只要2999

元，2.9万元起就能买到克拉美钻， 特价

商品售完即止。

此外，8月8日—10日， 千盛百货、时

尚百盛、财富又一城、茂业百货、北京华

联等20余家大型商场全场货品不高于5

折；8月13日起，更有部分商品低至1折。

刷卡购物6.2元起

总共送出2000万元大礼包

本届成都购物节期间，2014成都市

为民惠民刷卡促消费活动也将同期开

展。在蓉的23家银行、银联四川分公司、

四川商通、 成都天府通等26家金融机构

将给消费者带来与众不同的购物惊喜。

刷卡有折扣、刷卡送礼、刷卡送积分、刷

卡抽奖返现……消费者只要在成都刷卡

消费， 就有机会分享总额高达2000万元

的超级大礼包。

8月8日至9月30日每周六、周日在四

海一家、 岷山饭店西餐厅自助西餐刷农

行卡消费“二人同行，一人免单”，在九

方百货、茂业百货春熙店、群光广场、华

润万家超市刷农行卡消费， 还有机会获

赠10—500元的购物卡或超市抵扣券；消

费者持中国银行信用卡每周一至周六在

丽思卡尔顿、明宇丽雅、四海一家、香格

里拉、天堂洲际大饭店等刷卡消费，就能

享受自助餐“两人同行，一人免单”、自

助餐五折等超值优惠。

除了各家银行的刷卡优惠外， 消费

者还可登录“银联钱包” 获取商场、餐

厅、加油站的优惠券，消费时凭优惠券，

刷“62”开头的银联卡，就能获得6.2元

购指定商品、 购物满200元立减62元、满

62元立减20元等优惠。

同时， 消费者持和信通卡到中国黄

金指定门店购买黄金饰品可享受钻石

8.5折，翡翠6折优惠，还可享受酒店、餐

厅、洗衣、洁牙、汽车美容、影院等3.6折

起的特价；刷天府通卡到欢乐谷、国色天

乡等景区，还可享受门票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锻炼之于

龙泉一中

此为全四川分布图，成都市详细信息可登录四川省环保厅网站 制图 邬艺

治理廉政风险 逐一登记逐一“销号”

市纪委监察局出台“积极预防、系统治理”工作实施意见

各类污染源

分别有多少

全部： 595家

废水类： 151家

废气类： 126家

污水处理厂： 165家

重金属类： 153家

（为四川国控名单数据）

四川企业污染源分布

过去，全国很多中小学的体育课总

凸显尴尬，不是被挤占，就是被削减，由

此呼吁把体育锻炼还给孩子的声音才愈

加响亮。 但在这股浪潮中，70岁的龙泉

一中早已走在前列： 多年来， 他们已形

成了“广播操+跑步”的30分钟大课间

传统。而追溯这个传统的本源，正是1944

年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为学校

拟定的校训： 三育并重， 文武合一。以

智、 仁、 勇这三育为根基， 学生不仅要

“文明其精神”，也要“野蛮其体魄”，

真正做到全面发展。

污染企业

怎么查

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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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一中的学子 图据该校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