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即日起清理“奇葩证明”，将建“证明清单”

未入清单的证明 市民一律不用再开
同步播报

今年 5 月 14 日至 22 日，“成都服
务”与成都商报等媒体联动开展的破
解证明难系列活动中，共收到全市范
围内的 901 条有效诉求，主要涵盖户
籍、计划生育、社保和教育四大领域。市
政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些诉
求中，除部分系市民自身因素导致外，
更多的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管理方式
落后以及部门责任担当不够等。其中，

“各地、各部门之间存在行政壁垒，信
息孤岛，数据不开放、信息不共享”的
问题不容忽视。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的《“奇葩证
明”证明了什么？》一文指出，破解“奇葩
证明”泛滥难题，根本之策在于简化行
政审批流程，构建各部门打通共享的数
据服务平台，“以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
路”。而这一思路，也将在成都这次的清

理规范工作中得以体现。
根据上述实施方案，我市将由市

政务服务办负责加快推进公民信息管
理系统的建立完善，协调市政府各部
门基础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认。方案明
确，“确需核实相关信息的，由办事机
构通过数据共享、信息比对等方式自
行查证或查询。”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钟茜妮

上半年
76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6
月，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71
件，同比增长41.8%；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766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7人，案件数
量和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成都通过强化县
乡纪委和派驻机构协作办案机制，切实解
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在信访举报渠道的拓宽上，网络举
报增长迅速。上半年，市纪委在官方微
信订阅号“廉洁成都”上推出信访举报
手机预约功能，在成都商报手机客户端
开通在线举报栏目。同时，全面优化升
级了全市举报网站，增加“上传附件”功
能，并将举报内容字数范围扩充至5000
字。1-6月，网站、微信等共收到群众举
报925件，同比增加310件，上升50.4%。

今年1-6月，全市查处了“四风”案
件38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3人、分
层通报曝光71件80人。

将严查
重点部门行业“靠山吃山”案件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成
都将全面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在零容忍惩治腐败方面，成都的纪
律审查将重点从“查违法”向“盯违纪”
转变，并把是否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组织纪律作为纪律审查的重点，严
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的
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
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失职渎职等案
件；严肃查处发生在重点部门、行业、系
统的“靠山吃山”案件；严肃查处发生在
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在持续纠“四风”，构建作风建设长效
机制方面，成都将重点开展为官不为、侵害
群众利益、重点领域用权不严、涉农资金使
用管理薄弱、行政执法不规范、国资国企领
域监督乏力等专项整治，把顶风违纪搞“四
风”作为纪律审查重点，加大分级通报曝光
力度，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将试点
监督地方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
在稳步推进纪检体制改革方面，成都将
强化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建立健全线索
处置和案件查办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纪
委“双报告”制度。

成都将制定区（市）县、市属国有
企业、高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和派驻
纪检组组长、副组长 4 个提名考察办
法，“目前已完成都江堰市、武侯区等
6 个区（市）县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
察试点工作，也起草了区（市）县、派
驻纪检组、国有企业、高校 4 个提名考
察办法。”

在深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方
面，成都将建立“三重一大”事项民
主科学决策机制，并试点开展对地方
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部门主要负责人
的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怎么取出死亡亲属的存款？按照
通常做法，只能通过办理遗产继承公
证，而当事人需要提供各种证明，比
如证明“我是我妈的儿”（继承人资格
证明），证明“父母没有私生子”（继承
人状况证明）……

这些复杂而难办的证明往往成
为取款的拦路虎。如今这种局面有
望得到改变，5 月中旬起，成都市蜀
都公证处开始探索一种叫“继承权
资格和保管资格的公证”，继承人只
需证明自己的继承资格，无须证明
其他继承人状况，也无须其他继承
人在场，就可办理继承资格公证。最
新统计显示，在办理这种新公证书
的 51 人中，有 39 个已顺利取到了死
亡亲属的存款。

“‘继承权资格和保管资格公证
书’只是继承人具有继承权利的资
格认证，同时一并认证其对继承财
产具有保管资格。取款人不能凭借
它直接继承财产，只是有权替所有
的继承人保管这笔共有财产。”成都
市蜀都公证处相关负责人称，正因
为如此，当事人不需要提供包括“我
是我妈儿”、“父母没有私生子”在内
的证明材料，只需要证明“自己具有
继承资格”即可。

然而，这也是有风险的一种公证。
如果取钱的继承人私吞了财产怎么
办？对此，成都市公证协会相关工作人
员称，“作为共同共有人，其他继承人
可直接向侵吞财产的继承人主张权
利，若公证机关没有尽到相应义务，也
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正是基于风险的存在，目前探索
的“继承权资格和保管资格公证”仅
限于5万元以下的存款继承。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依托高校资源 服务四川创业者

自1993年起，川大商学院已培养2
万多名 MBA、EMBA毕业生，涵盖省内
绝大多数企业家、高管和学者。创促会
会长刘波看来，在“互联网+”背景下，这
些“高管校友”大多忙着两件事：一是思
考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传统行业中谋求
转型，二是抱着资金寻找更具投资价值
的创业项目。因此，从企业家和创业者
的角度来看，都需要一个对接平台。

刘波说，作为成都首个高校主导的
创促平台，创促会成立初期，将有近40
家理事和副会长单位加入，今后定期举
行诸多落地活动，比如今天揭牌仪式后
召开的“川大夏季论坛”，已吸引近千名

高管校友与会，包括劲浪体育董事长赵
瑜、人人快递创始人谢勤、快健康创始
人高朝晖等知名企业家和创业大咖，都
将在现场传授创业经验。

首批10个优质项目今日“面试”

经过协会前期征集筛选，10个优质
创业项目也将参加今天的首场路演。郑
家鑫带来的“合创视野无人机”项目，重
点是利用无人机在旅游市场掘金。创业
者王沛带来的“网络发布会”，是在互联
网上构建一个虚拟新闻发布厅，减少场
下发布会成本……值得关注的是，由成
都商报出品的“四川名医”、“谈资”两个
新媒体项目，此次也顺利入选路演环

节，堪称两匹黑马。“四川名医”微信公
众号于3月31日上线，短短4个月，粉丝
数已超5万，现已成为全省最大的医生
平台，它不仅仅是一个公众号，更是基
于大数据分析来帮助用户精准找到合
适医生并预约挂号、网上问诊、健康管
理……换句话说，今后在四川看病，“四
川名医”不得不看。

而去年底上线的“谈资”，则是中国
版的“buzzfeed”（全球知名的新闻聚合
网站），通过实时捕捉全球社交媒体的
热点，每天为你提供那些全球最多人分
享的病毒式头条，让你成为朋友圈中最
有范儿的话题领袖。今天，相信这两大
项目也一定会吸引你的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川大创促会今成立
“四川名医”“谈资”路演

这是成都首个以高校为主导的创促平台，成都商报两新媒体项目入选路演名单

如何选拔区（市）县纪委书记?
成都年内出台提名考察办法
下半年将制定区（市）县、市属国有企业、高校纪委书记、副书记和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察办法

未纳入清单范未纳入清单范
围的证明材料围的证明材料，，一一
律不得要求办事群律不得要求办事群
众再提众再提供供。。

被被保留的证明保留的证明
材 料 作 为 服 务 事材 料 作 为 服 务 事
项项，，全部纳入各级全部纳入各级
政务大厅办理政务大厅办理。。

要取死亡亲属的存款，
新公证方式出炉——

无需证明
“爸妈没有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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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四
川大学商学院创业创新促进会（以
下简称“创促会”）将于今日在川
大揭牌成立，这是继成都“菁蓉汇”
城市创业平台后，成都首个以高校
为主导的创促平台，旨在为四川创
业者搭建资源共享平台。

而前期征集筛选出的10大本
地优质创业项目，今天也将现场
路演，争夺多家创投基金眼球！记
者提前获悉的路演名单显示，其
中不少创业项目前景可观，包括
“无人机旅游应用”、“一个盒饭者
的餐饮之路”等，而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谈资”两个新媒体项目
也成功入选。

“今年下半年，成都将制定区
（市）县、市属国有企业、高校纪委
书记、副书记和派驻纪检组组长、
副组长4个提名考察办法。”成都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市纪委深入推进从严治党、依
规治党，落实“两个责任”、反对
“四风”、惩治腐败、纪检体制改
革、源头防腐力度等各项工作，成
效明显，下半年将继续稳步推进
纪检体制改革，包括试点开展对
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部门主要
负责人的监督。

成都将向“奇葩证明”开刀。日前，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从即日起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清理规范民生领域证明材料的工作。经过清理规范后，全市保留的证明
材料将纳入清单管理。未纳入清单范围的，一律不得要求办事群众再提供证明材料。

根据《成都市清理规范民生领域证
明材料工作实施方案》，从即日起至9月
30日，在我市各级各部门开展一次民生
领域证明材料集中清理工作，依法规范
群众办事要素材料，精简取消不合法、不
合理以及主要为规避部门责任要求办事
群众提供的各种证明、佐证材料，切实解
决群众办证难、办事难问题。本次清理主
要针对行政机关、公共企事业单位在办
事过程中确需公民提供的证明材料。

“凡是公安、民政、房管、教育、卫生等
政府部门制发的有效证照能够证明申请

人身份、亲属关系、婚姻状况、不动产权属
等相关信息的，一律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
其他单位证明材料。”方案要求，凡是申请
人能够以书面承诺保证相关信息真实性，
且不影响第三方权利义务的，一律不得要
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

本次清理工作分自行梳理、清理审
核和组织实施三个步骤进行。8月20日
前，各级各部门组织专人对本单位办理
民生事项涉及的证明材料进行全面清
查，提出保留、取消意见建议。8月21日
至 9 月 20 日，市、区（市）县两级政府政

务中心和法制办组织专家对各单位上
报、市民反馈的证明材料分级进行合法
性、合理性审核。9月30日前，市政府政
务中心将全市保留的证明材料纳入清
单管理、动态调整。“未纳入清单范围
的，一律不得要求办事群众再提供。被
保留的证明材料作为服务事项，全部纳
入各级政务大厅办理。”

方案要求，对隐瞒不报，事后又要
求办事群众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单位
或个人，各级监察部门将强化问责、切
实追究责任。

为证明做减法 精简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证明

让数据来跑路 推进各部门数据共享和信息互认

图据东方IC

扫描二维码，关注
“四川名医”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下载
安装“谈资”APP

■8 月 20 日
前，各级各部门组
织专人对本单位办
理民生事项涉及的
证明材料进行全面
清查，提出保留、取
消意见建议。

■8月21日至
9月 20日，市、区
（市）县两级政府政
务中心和法制办组
织专家对各单位上
报、市民反馈的证
明材料分级进行合
法性、合理性审核。

■9 月 30 日
前，市政府政务中
心将全市保留的证
明材料纳入清单管
理、动态调整。

时间表

上接01版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秀华

说，此次举办第二届“慕尼黑啤酒节
——成都之旅”，旨在通过成都与慕尼
黑的第二次“牵手”，让有深厚白酒文
化积淀的中国川蜀地区和有深厚啤酒
文化的德国巴伐利亚地区进一步增进
彼此了解，进一步增强成都、慕尼黑两
地国际交流，拓展旅游、文化、商贸等
合作领域。

人均消费130元
品原装啤酒和美食

与上届啤酒节相比，本届啤酒节
将更加注重民族之间多元文化的传
播，在凸显德国特色、巴伐利亚民族风
格的同时，也把成都当地的人文特色
更多融入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
年选址东郊记忆的原因。”成都市旅游
局局长刘强说，主场地锦颂东方艺术
展览中心将全面按照慕尼黑啤酒节上
的啤酒大篷风格打造，整个场馆面积
60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5000 人，还
有1500余平方米的户外啤酒节花园。

奥利弗·贝里克特别推荐德国最出
名、最受欢迎的HB皇家小麦啤酒，“这
些啤酒都是从慕尼黑冰冻原装进口的，
配上正宗的德国美食，简直太棒了！”

这样一场饕餮盛宴，价格贵不贵呢？
“消费水平很接地气，人均消费在130元
左右，就可以享受到一扎啤酒和一份美
食套餐。”此次活动的承办方澎湃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东民告诉记者。

巴伐利亚乐队助阵
现场设代驾点

除了美酒、美食，“成都之旅”主办方
还邀请到慕尼黑啤酒节上的巴伐利亚驻
场乐队前来演出。而从欧洲远道而来
的3位慕尼黑啤酒节金牌酒娘也将亮
相现场，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与中国
酒娘一道提供最贴心的服务，让每位酒
迷食客都能够享受到贵宾级的礼遇。

不少人会担心如果自己驾车去啤
酒节畅饮，回家可怎么办？这一点都不
用担心。本届“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
旅”充分考虑到了市民的需求，除了在
官方微信平台推出多种便民服务以外，
还与代驾公司合作在现场设立代驾点，
并给予大力度的代驾优惠，让每位自驾
市民都能够“开心参节，平安回家”。

紧接01版
斑竹园镇花香果居新村旅游项

目，以数千亩“新都柚”特色种植基地
为依托，深度挖掘果乡文化底蕴，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从单纯农区到
果区到景区的转变，一三产业互动发
展的局面。调研中，黄新初强调，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是一个基础性
产业，也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新都区要
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都市现代农
业发展规划，积极打造有市场影响力
的项目品类和特色品牌，努力形成多
元化、多层次的都市现代农业产业链
条，真正把都市现代农业打造成集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于一体
的“第六产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农村繁荣。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志宏，市
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副市长谢瑞武参
加调研。

夯实项目支撑
在调结构中更好地稳增长

紧接01版
会议指出，编制实施 2025 规划

纲要是一项“绘蓝图、打基础、谋长
远”的重要工作。各项规划都要坚持
全局的观念、系统的思维和精细的态
度，规划的定位要更准确、目标要更
明确、路径要更清晰，做到走对路、干
对活，提高“勤奋指数”的效率，为城
市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战
略支撑。编制国际化城市建设 2025
规划纲要，要突出对外大通道建设，
加快形成通江达海、联接世界的立体
交通网络；要突出国际化新区建设，
加快构建起“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
网络城市群格局；要把都江堰、大熊
猫等旅游资源打造成世界级品牌，加
快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购物天堂；要突出国际化
服务软环境营造，加快打造法治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国际化高品质生活环
境、国际化开放合作环境。编制生态
文明建设 2025 规划纲要，要提升生
态文明意识，强化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的理念；要坚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
生态的问题；要科学划定生态红线，
强化刚性约束；要制定好年度实施计
划，确保规划无缝衔接、系统推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研究成都市国际化城市建设
2025规划纲要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