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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平台上，成都政府单位去年采购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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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成都市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钱花到哪里去了？采购了哪些东西？记者日前对201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成都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上公示的政府采购数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显示，2015年一年间，在该平台上达成交易的政府采
购花费超过7.48亿元。这其中，超过4亿元花在了采购第三方服务上，紧随其后的是传统的花钱主力物品采购，总花费2.46亿元。值
得关注的是，购买公车的花费在2015年出现了关键的转折，除特种车辆外，购买一般性用车的数据为零。

部分地铁建设项目初二就开工

今年成都地铁建设将再上一个台
阶，据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18号线，6号线一、二期，8号
线一期，9号线一期，10号线二期共有5线
6项目计划将新开工，线路里程共187公
里。加上2015年续建的地铁项目，2016年
在建地铁项目总里程预计将达到约376
公里，创历史新高。今年成都地铁建设
将又进入高速发展期，为确保建设工
期的按期兑现，早日使市民的出行更加
便捷。昨日，记者从成都地铁建设分公
司了解到，从2月9日大年初二开始，当大
家还沉浸在新春佳节阖家团圆的喜悦

中时，成都地铁的建设者已陆续开始了新的
建设征程。

5号线一、二期工程高升桥站至省骨科
医院站区间与3号线一期工程区间相交，位
于其正下方，最小间距不足两米，同时，该施
工区域位于市区车流、人流密集区，且周围
房屋林立，施工难度很大，加上施工场地受
限，材料转运十分不便。为了能够让3号线一
期在今年开通运营，大年初二开始，施工人
员就针对这个节点工程陆续到位，提前谋
划、科学筹划、精心组织，抽调精干力量加强
现场管理，同时，不定期召开现场推进会，确
保工程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

开工两天盾构机掘进300多米

事实上，成都地铁进入工作节奏的并不
只有这一个节点，昨日，记者来到已经进入
施工状态两天的成都地铁4号线二期土建6
标，目前该标段进入盾构掘进的最后阶段，
抓紧开工啃下“硬骨头”。

据了解，4号线二期西延线长度大约10
公里，有8站8区间，该标段负责其中4公里长
的距离，总计有4台盾构机掘进，目前3台盾
构机已经完成任务，还有一台在负责669米
中最后300米的掘进。

走进位于温江南熏大道和凤溪大道该
标段施工场地内，施工设备都已准备到位，
记者跟随施工人员一起，沿着10多米深的施
工便梯走进隧道内，“盾构机就在隧道的尽
头。”施工人员告诉记者。

310多米长的地铁隧道，四周是已经掘

进完毕安装好混凝土管片的隧道壁，紧靠
右侧有一条不足半米的施工便道，由类似
钢网栅栏的设施连接成一条路，悬在半空
中，就好像走在“栈道”一般。

巨大的盾构机如同巨龙一般出现在
眼前，据施工人员介绍，盾构机差不多每
个可以掘进约150米，整台盾构机由近20
个人负责，各司其职。

难度大 巨型卵石最大半米长

据该标段水电七局成都地铁施工局
党工委书记兼副局长韩章良介绍，在该标
段的施工中最大的难度在于地质结构。成
都地铁施工本来就有砂卵石地层的难题，
而越向西，也就是在该标段的施工区域中
砂卵石进一步增大，而且富水，流动性和
渗透性更强。

“最大直径的砂卵石有近半米长，而
且如同河水中的鹅卵石一样，只是要大得
多。”韩章良说，这就导致盾构施工非常困
难，可能会出现石头卡住刀盘的情况。

为了克服巨型卵石带来的施工困难，
地铁建设分公司和施工单位一起，不断试
验，修订盾构机参数，调整刀盘、刀具设
置，同时在一些特别情况卵石卡住盾构机
时，还要人工将卵石取出。

据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该标段业主
代表周博介绍，大年初四开始，60多名管
理和技术人员就已经到位，开始对设备进
行检修维护，以此尽快进入施工状态。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
40 多个孩子培养成懂得感恩的文
化传承者，让唐卡这个藏族文化艺
术的瑰宝能代代相传。”2月10日，
四川藏族画家拉孟荣登中国文明网
好人 365 专栏封面人物，这位德艺
双馨的艺术家不仅用笔尖传承着我
国的文化经典，更用行动谱写了感
人的“父子情”。

唐卡画师拉孟从7岁起跟随父
亲画画，15 岁时已能独立绘制唐
卡，37岁时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藏族唐卡噶玛嘎孜画派
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拉孟用自己
的绘画收入先后资助 40 个孩子学
习绘画，传承唐卡这个藏族文化艺
术的瑰宝。2015 年 11 月，拉孟被评
为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2003 年，拉孟来到成都，在吉
福社区租下一间屋子作为画室。
2014 年，拉孟在成都注册成立了

“成都拉孟绘画艺术交流中心”，社
区为他们提供了一间相对宽敞的工
作室。13 年间，屋子里的画架从一
张添加到了四十张，他收留的孩子
越来越多，其中有孤儿，有父母离异
后跑到成都流浪度日的，也有专门
跑来求师学艺的孩子。拉孟除了免
费教孩子们学画唐卡，还给家庭条
件差的孩子们提供吃住，在孩子们
眼里，拉孟不仅是老师，更是“希望”
与“爱”的代名词。这位功成名就的
唐卡画师放弃了舒适富足的生活，
用自己收入的80%助养怀揣绘画梦
想的贫困孩子，他赋予了生活贫穷
的孩子一门生存技能，为他们搭建
起一个温暖的家。“不分民族，不分
性别，有教无类，想学就来”，拉孟的
言行谱写了大爱。“四十个娃一个
爹”的感人故事将继续书写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任毅

2015年，成都党风廉政建设群众
满意度指数85.32，同比上升了0.78！
正风反腐成效明显不明显，群众的感
受最为真切。群众满意度的提升，体
现的是成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显
著成效。

记者从成都市纪委获悉，通过近
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不断深入，目前的成都，“不敢腐”震
慑效果已初步实现，“不能腐”防范机
制不断完善，“不想腐”思想防线进一
步筑牢，党风政风带动社会民风持续
向好，干部干事创业更加奋发有为，
强力的正风反腐也有力地促进了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紧盯节点反“四风”
去年1145人被处分

去年，成都市、县两级成立了225
个检查组，紧盯重要时间节点，采取
交叉检查、查阅账本、财经审计等方
式，不限时间、不限地点明察暗访，及
时发现隐身、变异的“四风”问题，全
市共立案此类“四风”案件1421件，处
分1145人，并公开曝光案件654件。

当然，紧盯时间节点只是成都
刹风问责的一个方面。目前，“高频
率”已成为成都日常检查的显著特
点。去年，成都建立了月度监督检查
机制，市纪委会同督查、财政、审计
等部门，每月派出3个检查组，邀请
特邀监察员参与，采取预设问题清
单，查阅财务资料，随机暗访，延伸
检查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查找各地
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去年，市纪委组
织15个检查组，共检查15个区（市）
县和15个市级部门，共发现295个问
题，全部建立台账，逐一反馈整改。
全 市 各 级 各 部 门 开 展 监 督 检 查
10034次，发现问题13241个、整改问
题13171个。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成都坚持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层层
发力，对群众身边的“苍蝇”形成合围
之势。不仅建立了领导包片包案督
导、重点线索专项督办、每周公开曝
光等制度，还全方位监督执纪问责，
对与民争利、贪污侵占等问题开展集
中整治。全年共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四风”和腐败案件1037件，处分
761人，公开通报曝光案件435件。

356名领导干部
违规兼职问题被整改

近年来，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不
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反腐并
非“一阵风”，不仅有力度，还有韧劲。
去年，成都持续深化了专项整治，扎
实开展了收受红包礼金、庸懒散浮
拖、滥发钱物等正风肃纪25项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回头看”，不断巩固治理
成果，重点对干部“走读”、违规建设
高尔夫球场、领导干部违规兼职等突
出问题开展清理整顿，共处理5名“走
读”干部，9个高尔夫球场被整改或取
缔，356名领导干部违规兼职问题得
到整改。

特别是在切实解决违规选用干
部问题方面，成都加强了超职数配备
干部整改消化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强
化违规选用干部问题责任追究，全年
共倒查带病交流19人、带病提拔14
人，追究6人选拔任用责任。

一年来，改革仍是成都市纪检
系统的关键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成都落实纪委书记、副书记提
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
为主的要求，制定区（市）县纪委书
记、副书记，市级派驻纪检组组长、
副组长，市属国有企业和高校纪委
书记、副书记等4个提名考察办法及
规程，为纪检机构履职监督提供有
力的组织保障。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去年成都处理5名“走读”干部
9个高尔夫球场被整改取缔

地铁建设春节不停歇 正月初二就开工
今年成都地铁在建项目总里程约376公里，创历史新高

6号线一、二期，8号线一期，9号线
一期，10号线二期等地铁项目将在今年
相继开工，今年成都地铁在建项目总里
程约376公里，创历史新高。记者从成都
地铁建设分公司获悉，从大年初二开始，
成都地铁各个项目已经陆续进入了工作
状态。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进成都地铁
4号线二期土建6标，假期尚未结束，施
工人员已经到位开始繁忙的建设，啃“硬
骨头”，争分夺秒，推进地铁建设进度。

成都好人拉孟
荣登“好人365”封面

成都商报记者 张兴钊 谢佳君 制图 邬艺

（数据来源：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网，以单价方
式出现的费用没计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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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鹦
成都市社科院
助理研究员

4号线二期凤溪段工地，工人正在检查盾构机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
政府采购的主力军。推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转变
政府职能的重要路径，更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的必有环节。政府将适合市场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
交由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承担，注重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率，遵循价值规律，引入竞争机制，定项委
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
等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