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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治微腐败 反复发生要“一案双查”
市纪委日前通报2起“微腐败”典型案件
5月17日，成都市纪委通报了2起“微腐败”典型案件，一起是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干部邓学林、王璇骗取
拆迁补偿款问题，另一起是金牛区茶店子街道育苗社区个税代征员周利蓉收受“好处费”违规提供个人完税
凭证问题。近年来，成都市持续推进正风反腐，尤其在严查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方面取得重要成
效，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
“持
续用力标本兼治，
多元化组合式治理
‘微腐败’
”。
日前，成都市纪委监察局正式印发《成都市开展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实施方案》，从5月中旬至年底，
成都将在全市开展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
重点锁定“最基层”。

坚定不移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关
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
严格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提高管党治党科学化水平，巩
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
全面提升领导和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
城市的能力
提升谋大势、观大局的战
略思维能力，培育全球眼光和
专业素养，不断深化对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时代性、系统性、
规律性认识，提升因势而谋、
因时而进、因事而新的实战水
平。
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
的执政骨干队伍
着眼长远发展加强战略
培养储备，紧扣建设国家中心
城 市 需 要 ，优 化 干 部 成 长 路
径 ，持 续 开 展 优 秀 干 部 人 才
“递进培养”计划，畅通各类优
秀人才有序流动渠道，培养造
就政治强、懂城市、会经济、善
管理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着力构建以党组织为核
心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创新，与时俱进拓展党建工
作内涵和领域，着力构建科学
的组织动员体系、法治的管理
运行体系、精准的引领服务体
系、严格的权责约束体系。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持续用力正风肃纪，锲而
不舍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驰
而不息纠正“四风”
。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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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件
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干部邓学
林、
王璇骗取拆迁补偿款问题 2011
年底至2012年初，
青城山镇实施
“心
怡项目”
拆迁工程，
时任和乐社区支
部书记邓学林伙同青城山镇人民政
府项目拆迁工作人员王璇，帮助被
拆迁户青某某等人骗取拆迁补偿
款，致使青某某等多获得拆迁补偿
款共计24.4018万元。事后，邓学林、
王璇从青某某处分得多获得的拆迁
补偿款5万元。邓学林、王璇两人均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邓学林被司法
机关以贪污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合并
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
金10万元。王璇被司法机关以贪污
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
处罚金10万元。
金牛区茶店子街道育苗社区
个税代征员周利蓉收受“好处费”
违规提供个人完税凭证问题 2011
年5月至2012年期间，周利蓉利用
担任金牛区茶店子街道地税代征
点个税代征员的职务之便，伙同另
一名代征员陈某违规向李某某、伍
某某等人提供个人完税凭证，并收
受李某某、伍某某给予的“好处费”
共计16万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周利蓉被司法机关以受贿罪依法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10万
元。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专项治
理
“微腐败”
将坚持典型案件通报曝
光制度，
达到查处一件、
警示一批、
教
育一片作用，
持续强化震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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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市环保局、成都市经信委对成都部分加油站、储油
库的油气回收治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在随后举行的全市油
气回收整治工作会上透露，目前全市800余家加油站、储油库已完成
油气回收设施安装工作，6月至8月期间将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对不
按要求安装油气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回收系统、超标排放污染物
等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将罚款20万元。

成都启动油气回收整治

坚决查处
群众反映强烈的“微腐败”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微
腐败”
是指区（市）县、
乡镇（街道）、
站所、
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和基层
干部及工作人员，在惠民政策、专
项资金管理、集体“三资”、土地征
收流转和旧村改造、
执法和公共服
务、
工程建设等方面发生的以权谋
私、优亲厚友、虚报冒领、贪污侵
占、乱收乱罚、收受贿赂等违规违
纪行为。
近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虽取得显著成效，但
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依然呈现易发
多发态势。开展专项治理，就是要
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
巩固发展基层良好政治生态。专
项治理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

回收系统成
“摆设”最高可罚20万

体作用，坚决查处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微腐败”
问题，建立健全治理“微腐败”长
效机制，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地
落实落细，努力和持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据悉，
这次
专项治理查纠的重点在
“最基层”
，
主要包括各区（市）县及乡镇（街
道）、
村（社区）、
科室、
站（所）、
服务
窗口等基层单位的干部及工作人
员。
具体措施包括将专项治理纳入
党委巡察内容，
开展经常性警示教
育，随机监督检查，通过加强巡察
监督、强化警示教育、开展明察暗
访、
坚决查处问题、
坚持通报曝光、
完善社会评价、注重社会宣传等
举措，
着力提升专项治理实效。

反复发生“微腐败”单位
严肃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确保专项治理取得良好效果，市
纪委将发挥考核的导向、激励、鞭
策作用，加大对专项治理工作责
任追究力度，对主动查处、通报本
地区“微腐败”问题的区（市）县，
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检查考核
中予以肯定评价；对本级查处不
力、通报不力，被上级纪委查处通
报的地区和单位，在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检查考核中，扣减相应
考核分值。
市纪委还将对“微腐败”问题
易发多发、反复发生的地方和单
位，坚决实行“一案双查”，既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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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违纪违规人员责任，
又严肃追
究相关领导责任。
此次专项治理年底前结束，
成都将积极探索媒体监督、群众
监督和纪检监察、督查部门监督
相结合的监督模式，组织媒体记
者、特邀监察员等社会力量参与
监督检查，深度跟踪报道，切实发
现问题、着力解决问题，形成监督
合力。
成都还将通过走访询问，进
村入户，征询窗口办事群众、服务
对象意见建议等多种途径，了解
群众对专项治理成效是否认可，
是否满意。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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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三道“关卡”
油气可回收95%左右
昨日上午，记者跟随检查组
来到中石油元华加油站，只见一
台台多媒体智能加油机伫立其
中。
“ 加油机是经过改良升级的。
油枪皮管具有高度密闭性，能防
止油蒸汽溢漏，内部设置的油气
回收泵，能将给机动车加油后油
枪中产生的油蒸汽进行回收。”加
油站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二次回
收油气系统。
难道油气回收还有其他“关”
？
工作人员说，
在油车到加油站卸油
时已进行了一次回收，
在卸油口设
有油气回收装置，
阀门打开便能进
行回收。
三次回收则在油车进入油
库之后。
“这套
‘关卡’
走完，
油气可
回收约95%左右。
”
“不经过这些环节排放的油
气，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将影响
大气环境。”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是
臭氧生成的前体物，2016年，我市
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等油气储
运造成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约8000
余吨，
对大气环境污染特别是对臭
氧形成的影响不可小觑。

6月至8月
开展油气回收设施专项检查
在随后召开的全市油气回收
整治工作会上，
成都市环保局局长

王锋君公布了一组数据，2016年9
月~11月，市经信委、市环保局联
合对185座加油站、4座储油库的油
气回收系统进行了专项检查。
其中
119座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的密闭
性、液阻、气液比不合格，
不合格率
高达64.3%。4座储油库中，油气回
收效率、油气排放浓度、油气密闭
收集系统泄漏点的油气体积分数
浓度，
总体合格率为75%。
“回收治理设施安装不规范、
回收治理设施使用不正确、回收系
统年检制度不落实是在专项检查
中暴露出的最突出问题。”王锋君
表示，在今年我市大气治理“650”
工程中，
市政府对油气回收整治工
作有明确要求，计划在6月~8月期
间开展对全市加油站、储油库油气
回收设施的专项检查工作，8月31
日前完成200家加油站和6家储油
库的抽查任务，重点抽查2016年未
纳入检查范围和检查不合格的加
油站、储油库。
“对不按要求安装油
气回收设施、不正常使用回收系
统、超标排放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行
为，要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并依法处罚。
”王锋君透
露，对发现的问题将实行严厉处
罚，
最高罚款将达20万元。
此外，
今年市经信委将把加油
站油气回收系统年检纳入成品油零
售经营批准证书的年审工作中，
申
请年审的加油站须出具当年度油气
回收检验检测合格报告，
否则不得
通过年审。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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