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重走长征
路·奋进新征程”红色旅
游年启动仪式9日在雅
安市石棉县安顺场纪念
广场举行。

四川是川陕革命根
据地的重要基地和红军
长征的重要战场，四渡
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
结盟、飞夺泸定桥、爬雪
山过草地等经典战役和
革命奇迹在四川境内发
生，为四川留下了极为
宝贵的红色文化和红色
资源。目前四川有红色
旅游资源点2669个。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也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
四川将2021年确定为
“红色旅游年”，以“重走
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为
主题，在全省开展“红色
旅游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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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报告中提出，围绕国企腐
败、大手大脚突出问题，结合国企改
革、降本增效专项行动，研究制定

《落实省委第九巡视组巡视成都市
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请问具体
制定了哪些整改措施？”

“建立政治生态有‘六必看、五
必谈、四必听’评估工作法，请简要
介绍工作法的具体内容？”……

4月8日，成都市纪检监察系统
领导干部2020年度述职述责述廉大
会召开。58名区（市）县纪委监委和
市纪委监委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
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书面述职述责述
廉报告，其中8人现场陈述并接受质
询、询问。

现场气氛紧张、辣味十足。台
上，陈述者或侃侃而谈，或紧张应
答；台下，参会者争相追问，言语犀
利，不留情面。

“现场参会的同志很多都是‘老
熟人’，我本以为提问会相对‘温
柔’，没想到提问的辣味这么足，有
一个问题还问倒了我。”现场上台陈
述的一名领导干部如是说，这也是
对工作的一项检验，接下来将以此
为契机，认真总结，切实把各项工作
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

不遮不掩 开门见山
落实系统内“两个责任”等

情况都要讲清楚

“陈述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语言精炼，陈述时间请严格控制在8
分钟以内……”大会一开始，市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人就对现场陈述提出
明确要求。

“严防‘灯下黑’，敢于刀刃向

内，2020年共办理反映纪检监察干
部的问题线索6件，组织处理3人。”

“以从严监督有力保障经济复
苏发展，2020年各项经济指标逆势
增长，签约引进重大项目117个，外
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5.1%，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2%。”

“从严从实加强自我监督约束
情况，坚决纠正‘四风’、改进作风，
自觉抵制特权思想、特权行为，以及
严格家风家教，坚决防止家人、亲属
利用纪检监察干部影响谋取私利等
情况。”……

会上，8名同志紧紧围绕系统内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党风廉政
建设监督责任情况、个人作风建设
情况等方面，述出了“严实”。

“参加了述职述责述廉大会，我
感觉既是对去年工作的盘点、履职
情况的考查，也是对综合素质和工
作作风的检阅。”在大会现场进行陈
述的锦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委主任刘嘉聪看来，开展系统内
述职述责述廉，不仅是加强纪检监
察系统干部监督、落实“打铁必须自
身硬”的具体举措，更是落实系统内

“两个责任”的有效抓手。

问题尖锐、不留情面
真正达到红脸出汗效果

“开展走读式谈话前，要做到
‘六必知’。请问您知道具体是哪六
点？”

“必须提前了解谈话对象个人
情况，做到个人履历、身体精神状
况、性格特点、家庭关系等情况全
面了解。”

“您刚刚只讲了四点，请问剩下
两点是什么？”

“我对业务工作要求学习掌握
还不够，下来一定加强学习。”……

现场陈述结束后，迎来了本次
述职述责述廉的“重头戏”，接受现
场参会人员询问和质询。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参会的
除了有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
机关党委书记，市委巡察办副主
任，以及区（市）县纪委监委和市级
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市属高校
和国企纪委主要负责人等等，还邀
请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代表、基层党员代表、群众代
表和市监委特约监察员代表参加。
200余人组成的“提问团”，让现场热
度不断攀升。

“您在报告中提到，打造团结协
作、战斗力强、敢于善于斗争的领导
班子集体。请问您认为纪检监察干
部如何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发
挥更强的战斗力？”专家学者代表发
出了询问。

面对专家的询问，青白江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胥晓
刚表示，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
断提升业务能力和水平，做到既政
治过硬、又本领高强。同时坚持纪法
情理贯通融合，严管厚爱结合、激励
约束并重，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
执纪审查调查工作，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

“开展系统内部督查时发现，成
都广播电视大学纪委办案能力不
足，办案质量差，您认为主要原因是
什么？”

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罗光虎坦言，在加强本

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还存
在不足，干部对监督执纪业务知识
熟悉掌握还不够，接下来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纪委和省纪委、市纪委
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的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开展业务知
识集中培训，同时通过业务练兵、
挂职锻炼等形式，切实提升干部履
职水平。

“今天大会上询问质询的问题
都比较尖锐，对被质询的同志来说
也是一种压力的传导，希望他们在
未来的工作中，能把这种压力转换
为动力，也期待明年述职述责述廉
时以更好的工作成效来展示他们的
成绩。”成都市监委特约监察员张利
锋评价说。

增强责任担当
坚定不移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

最后，参会人员围绕推动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的情况、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情
况、履行纪检监察系统内第一责
任人责任的情况、对本地或部门
纪检监察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情
况等内容，结合述职述责述廉和
询问质询情况，对现场述责述廉的
同志进行民主评议。

如何聚焦“关键少数”，不断创
新措施载体，推动纪检监察系统“一
把手”认真履职担当？据悉，成都市
创新开展“三述”工作，以“述”实绩、

“问”短板、“评”效果“三个关键环
节”，以改的成效、督的力度、立的机
制、用的成效“四个关键要求”，倒逼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从

严从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努力做
到政治品格过硬、综合素养过硬、纪
律作风过硬、内部管理过硬。

“开展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
述职述责述廉，是成都市纪委监委
贯彻落实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的
具体举措、务实举措和创新举措，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廖冲绪说。

廖冲绪建议，下一步应做好三
个结合：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带头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切实增强纪检监
察干部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和
政治执行力；结合形势教育，增强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能力，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结合本职工作，提高斗
争意识，培育斗争精神、锤炼斗争本
领。同时应当带头自觉接受最严格
的监督，强化自检自严，健全内部监
督机制，防止“灯下黑”。

“要全面落实系统内‘两个责
任’，坚决扛起抓班子、带队伍的政
治责任，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
管理、严格监督，引导纪检监察干部
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廉洁自律和
改革创新表率。”成都市纪委监委相
关负责人说，将加大干部监督工作
力度，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旗帜鲜
明激励和保障干部敢担当、真作为。
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和干部监督分
管领导既要自己带好头、做表率，也
要从严教育管理，使从事监督工作
的干部真正成为“坚中之坚”。要敢
于善于斗争，加大严管力度，坚持严
格自律，坚定不移做党和人民的忠
诚卫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成都市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2020年度述职述责述廉大会召开

“没想到提问的辣味这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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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启动“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旅游年

10个方面活动贯穿全年
11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启动仪式上，四川发布了11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40个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囊括了安顺场、泸定
桥、两河口会议纪念地、邓小平故
里、朱德故里、陈毅故里、两弹城、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建川
博物馆等重点目的地。

据介绍，四川将用好红色资
源、讲好红色故事、开展红色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贯穿全年推出包括

长征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进校园、
“重走长征路”系列体育活动等涵
盖10个方面的17项活动。

四川红色旅游年启动仪式还在
巧渡金沙江纪念地凉山州会理县、
飞夺泸定桥纪念地甘孜州泸定县、
艰辛过草地纪念地阿坝州红原县、
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市通江县设立
分会场，部分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
代表和旅游从业者参加了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
《四川省“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
程”红色旅游年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将深度挖掘四
川红色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努力
扩大红色文化传播，积极打造红
色旅游品牌，大力开展红色文化
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热
情，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造浓厚社会氛围。为
此，四川将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并加大对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支持力度。

还将组织老红军、老党员和从事
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长征历史
文化进行研究，进一步挖掘历史
细节、历史故事。

长征沿线交通配套设施建设
也被提上日程。四川将加快G350
线双桥沟口至小金县城段改扩建
工程等红色旅游公路项目建设，提
高长征干部学院对外交通通行能
力。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为主线，
加快编制“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
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着力打造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快进、慢游”
公路网络。

启动仪式现场，8位红色旅游讲
解员采取场景再现的方式，分段讲
述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两
河口会议、艰辛过草地等长征历史
中的重要节点故事。红色旅游讲解
员代表进行了庄严宣誓，号召全省
红色旅游讲解员，永远做革命接班
人，讲好长征故事。

现场，国家金牌导游张群向海
内外广大游客推介了四川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11条，经典景区40个。
记者了解到，这40个景点景区也
将相继推出优惠活动，市民可以
登录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
站或者下载智游天府APP，查询具
体信息。

11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如下：
一、“长征四川段”十日游线路

以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
自南向北经凉山、甘孜、雅安、阿坝
这条主线为依托，沿途可游览皎平
渡景区、彝海景区、两河口会议纪念
地、九曲黄河第一湾、包座战斗遗址
等 19 个景区。这条线路以自驾为
主，局部可徒步穿越，一路可聆听长
征路上感人故事，可领略川西壮丽
高原风光，可感受藏羌彝多彩民族
风情。
二、“四渡赤水”三日游线路

该条线路主要游览鸡鸣三省石
厢子会议旧址、太平古镇、二郎古镇
等6个景区，可畅游赤水河畔优美风
光，还可以体验川南古镇特色风俗，
一步一景，一景一情。
三、“巧渡金沙江”三日游线路

沿途可游览会理会议纪念地、
礼州古镇、邛海等9个景区，这里既
有“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惊心动魄，
还有彝海结盟的情深谊长，更可以
体验彝族风情，沐浴攀西阳光，红色
教育加康养休闲两不误。
四、“强渡大渡河”三日游线路

该条线路将穿过雅西高速上的
双螺旋隧道游览安顺场、海螺沟、泸
定桥、磨西古镇等8个景区，一路感
受“大渡桥横铁索寒”的险境，“安顺
场边孤舟勇”的艰难，还可遥望贡嘎
千峰雪，近观海螺百丈冰。
五、“翻越夹金山”三日游线路

该条线路包含夹金山、硗碛藏

寨、达维会师遗址、四姑娘山等8个
景区，可以参与体验课程，着“红军
装”、举“红军旗”、走“红军路”、吃

“红军饭”，真切感受红军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的革命信念。
六、“过雪山草地”四日游线路

这条线路可以游览红军长征纪
念碑、毛尔盖会议旧址、花湖、九曲
黄河第一湾、卓克基土司官寨、达古
冰川等15个景区。今天，这里没有了
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辛与悲壮，
有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若诗若画
若尔盖的黄河大草原，有的是幸福
安康的藏乡田园！
七、“伟人故里”三日游线路

这条线路将参观华蓥山、邓小
平故里，朱德故里、陈毅故里等8处
景区，在追寻伟人足迹、缅怀将帅功
勋的同时，这也是趟“川东美食之
旅”，如果锅盔夹凉粉是四川人刚柔
并济的特质，那么客家流水席则是
我们兼容并蓄的友善姿态。
八、“川陕苏区”五日游线路

这条旅游线路将红三十三军纪
念馆、王坪、恩阳古镇、苍溪红军渡
等13个景区囊括其中，走进川陕苏
区，传承红军精神，感悟红四方面军
创建根据地的艰苦，领略“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壮美风光。
九、“三线建设”四日游线路

这条线路可以游览两弹城、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三线建设博物馆
等12个景区，两弹一星铸就国之重
器，北斗母港彰显中国实力。
十、“抗震救灾”五日游线路

这条线路沿途可以游览汶川特
别旅游区、北川羌城、建川博物馆、
战旗村等11个景区。地震无情，大爱
无疆，如今的汶川新城、北川羌城已
然是高楼林立，乡亲们的生活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十一、“脱贫攻坚”三日游线路

这条旅游线将深入凉山安哈
镇、悬崖村、黄琅镇等5个村镇，可以
去村民们新盖的楼房里坐坐，到彝
族同胞家里热热闹闹地欢聚一场。
您会看到，曾经的贫困山村因为旅
游而脱贫摘帽，山村淳朴美好的自
然风景也终于呈现在您眼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综合新华社

加快编制红色旅游交通运输专项规划加快编制红色旅游交通运输专项规划

打造“快进、慢游”公路网络

海螺沟海螺沟、、达古冰川达古冰川、、泸定桥……泸定桥……

11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首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公司了解到，4月10日起，全国
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成都局集团
公司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和管内客流规律，
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增开动车组10.5对，
高峰时段加开动车组9对，调整运行区段7
对，旅客列车开行总数将达到785对。

此次调图，新增直通动车组3对，分
别为成都东、重庆西、昆明南至铜仁各1
对；新增热门线路动车组6.5对，分别为绵
阳至成都东1.5对、贵阳北至重庆西1对、
贵阳北至成都东0.5对、成都东至重庆西
0.5对、成都东至达州2对、资阳北至成都
东0.5对、重庆北至重庆西0.5对。

同时，根据旅客出行方向和客流需
求，将在周末、小长假等高峰时段加大运
能投放。新增动车组9对，分别为贵阳北至
六盘水1对、六盘水至成都东1对、重庆西
至永川东3对、贵阳北至凯里南、成都东至
广安南1对、成都东至南部1对、重庆北至
万州北1对。

此外，此次调图优化调整列车运行区
段7对。长沙南至昆明南G2117次运行区段
调整为长沙南至铜仁，成都东至西安北
D1925/40次运行区段调整为成都东至延
安，首次开行成都东至延安动车组列车，
成都至格尔木K1060/57、K1058/9次运行
区段调整为成都至西宁。万州北至成都东
G8703/2次运行区段调整为万州北至绵
阳，成都东至广安南C5768/3次、C5772/
67次2对动车组运行区段调整为成都东至
高兴，重庆北至合川C5849/50次、重庆北
至遂宁C5841/2次2对动车组运行区段调
整为重庆北至潼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今日起新增
成都至延安、铜仁等地动车

紧接01版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社会
宣传教育防范，推进国际执法合作，坚决
遏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成效要继续巩固并深化，更好维
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电视电话会议8日在京召开。会上
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国
务委员、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总召集人赵克
志在会上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打防管控各项措施抓细抓实
抓落地，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
高发态势，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通
报了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有关情况。

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25个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省市
县三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在各地分会场参加会议。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4月8日，锦江区牛市口街道莲花新区
小区中庭广场正在举行一场热闹的坝坝
会。部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律师代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与小区居民就加装
电梯这个惠民话题摆起了“龙门阵”。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牛市口街
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学
史力行强化时代担当，把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为履职尽责强大动力，全力以赴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在牛市口“实”起来、“活”
起来、“亮”起来。

活动中，特邀重庆长江师范大学中文
系讲师任刚作为牛市口街道党史学习教
育“牛人”讲堂的宣讲团成员。任老师用一
个个生动的党史故事回顾了建党100年
来，一代代共产党人风雨兼程、持续奋斗
的历程，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莲花新区小区2002年建成，小区内
老年人居多，‘出行难’成为了大多数居民
急难愁盼的问题。”牛市口街道莲花社区
党委书记刘鸿博谈道，“加装电梯工作落
实落地，最大的难点和痛点在于平衡居民
需求，促进多个利益主体达成一致意见。”

为破解这一困局，锦江区牛市口街道
把学党史与办实事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搭
建“有事来协商”平台，建立党建引领、社
区搭台、委员协商、居民共议、法律服务、
社会助力的多元联动社会治理协商机
制，将协商议事过程变成化解矛盾、为民
解忧的过程，变成凝聚共识、服务于民的
过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小区电梯怎么加装？
这个社区开了个坝坝会

启动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