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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成都
市2016年度纪检
监察系统巡察第
三批单位巡察情
况 报 告 正 式 出
炉。从9月下旬至
11月下旬，为期

两个月的巡察重点巡察了6个市级部门纪检监察机
构，先后累计进行个别谈话297人次，查阅有关资料
857卷，深入19个基层单位延伸巡察，发现问题82个。

作为强化自身监督的创新举措，从2014年起，成
都市纪委探索开展纪检监察系统巡察，严防“灯下
黑”。“系统巡察是市委巡察工作的延伸和补充，是强
化对下级纪委和派驻（出）机构监督的重要手段。”市
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市纪委已先后分7批
次，对21个区（市）县、9个市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开展
巡察，发现问题469个，移交问题线索59件，给予纪律
处分或组织处理35人。

个别领导干部对“两个责任”认识不到位

从今年9月下旬起，成都市纪委再次派出3个巡察
组，对市公安局纪委、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组、派驻市建
委纪检组、派驻市交委纪检组、派驻市教育局纪检组
和派驻市规划局纪检组6个市级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开
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巡察。

这也是本年度成都市纪委开展的第三批系统巡
察。此次巡察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巡察了6个市级部门
纪检监察机构推动主体责任落实、自身履行监督责
任、纪检监察干部作风建设、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建设
等工作推进情况及成效。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巡察发现，各
单位认真落实监督责任，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加大纪
律审查工作力度，有效推动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但同时也发现，部分被巡察单位存在推动
主体责任落实的措施不够有力，个别领导干部对“两
个责任”认识还不够到位，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的问
题，督促问题整改的力度不够。

对本次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巡察组经梳理汇总后
直接向被巡察单位所在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
领导班子反馈。同时，市纪委相关部门针对具体问题，
加强对被巡察单位整改工作的督促指导。被巡察单位
在7个工作日内向市纪委上报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2
个月内还将向市纪委上报整改落实情况。

成都已完成对21个区（市）县纪委巡察

市纪委表示，系统巡察不仅要巡派（驻）出市级
部门纪检组，还要巡区（市）县纪委。今年以来，成都
市纪委已经完成三个批次的内部巡察工作，巡察组
先后进驻青羊区、成华区、双流区、郫县、成都天府新
区，对区（市）县纪（工）委监察局开展巡察，目前已完
成了对除简阳外的21个区（市）县纪委的巡察。此前，
成都市明确了在5年内对全市纪检监察机构巡察一
遍的工作目标。

“内部巡察绝不走过场”，成都市纪委不仅创新工
作方式让巡察过程实打实，而且在巡察过后杀个“回
马枪”，整改之后进行“回头看”：针对发现的问题，还
要督促被巡察单位健全问题、任务和责任“三张清
单”，逐条整改落实、对账销账，并对整改情况进行动
态跟踪。对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曝光，通过不定期
抽查整改事项，避免“巡察一阵风、巡完就轻松”。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四川省纪委“廉洁四川”网站获悉，日前，经四川省委
批准，四川省纪委对省环境保护厅原党组成员、副厅
长杨雪鸿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杨雪鸿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
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金、礼品，搞权色交易；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
贿犯罪。

杨雪鸿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四川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四川省
委批准，决定给予杨雪鸿开除党籍处分；经四川省监
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并报四川省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基地
打造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数据显示，仅今年前 3 季度，新
津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7.8亿元，
同比增长12.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41.7亿元，增长20.4%。今年，新津片

区纳入省、市考核的重点项目为 40
个，年度投资额46.16亿元。“目前已
完成52.86亿元，远超年度计划。”新
津县经科局副局长黄辉说，基础设施
和产业化项目使片区内生动力增强，

“年底冲刺不能松劲。”
同一时间，位于新津的新筑轨道

交通产业园项目，正“实力助推”成都
千亿轨道交通产业崛起。“今年公司
形成了车体生产能力，并研发出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向架。”据新筑股
份设计研究总院院长胡基士介绍，初
步估计明年车间将接近满负荷运转，
全年有望生产有轨电车 1500 模块，
地铁车辆800辆（6辆为1列），“明年
订单已经在手。”

作为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内又
一核心主导产业项目，轨道交通产业
重点以第二代磁悬浮列车为突破点，
以地铁、城际车辆、现代有轨电车等
为基础，发展新制式、抢占制高点，打
造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试验基地、检
测基地、转化基地。

高效政务服务环境
为新津三大主导产业
引擎提速加油

主导产业的引擎提速，更需要高

效的政务服务。为此，今年新津开展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试点改革，成立
县级行政审批局，并在工业园区设立

“审批服务中心”，实现了社会投资项
目从注册登记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由
原来的 161 个工作日最短缩短为 40
个工作日。如恒大岷江新城项目，审
批仅用了18个工作日。

据了解，新津县与天府新区成都
管委会携手共建的天府新区西区产
业园规划面积115平方公里，将主动
承接成都科学城辐射，并按照成链
条、成集群、高端化发展方向重点发
展轨道交通、新材料、智能装备三大
产业，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高地。

除了打造千亿级的成都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重要承载地，新津也将在
新材料产业领域重点发展高性能纤
维及复合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打
造国家高性能纤维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力争到 2021 年，实现产值 400
亿元以上。

预计 2020 年，整个天府新区西
区产业园的工业总产值将突破1000
亿元，力争2025年破2000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图据新津县

新津奋力迈向“产业高端”
加快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三大主导产业引擎提速

采用超级电容的18米“成都造”新能源公交车很快就将驰骋在白
俄罗斯的大街小巷上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新津县了解到，扎根于
新津千亿轨道产业园区内的新筑公司在中白工业园的投资项目已于
今年启动了一期工程建设。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作为中
国轨道交通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成都新津正在走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并开展深度合作。

以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契机，作为成都现代滨江卫星城的新
津正在全力以赴抓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建设，形成天府新区“大创造”
的重要载体。并以轨道交通、新材料、智能装备产业为主导，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高地。天府新区高端制造业载体、成
都科学城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现代产业城、国家铁路口岸……新津奋
力迈向天府新区产业高端。

成都巡察30个纪检监察机构
发现问题469个

省环保厅原副厅长杨雪鸿被双开

新津造轨道交通列车

新津产业基地鸟瞰

2016年，是成都商报微信粉丝量攀升、影响
力扩大的一年，在同类平台排名榜上居高不下。

截至目前，成都商报微信收获60万+粉丝，覆
盖超1亿人次，2016年，16篇稿件阅读量超10万，
最高阅读量超45万，点赞量超2000。单条微信平
均转发10000+，多次登上清博指数热文榜单，全
国媒体微信最高排名27，报媒微信排行榜常年稳
居四川第一……

亮眼的数据离不开内容。作为成都本土新媒体
平台，成都商报微信擅长挖掘社会热点，扎根本地
新闻。《如果你有多余的衣服，请挂在牛王庙地铁口
的墙上》《我爸装修的新房，看完我的心无比宁静
……》《突遇洪水，这个姿势可以救命！》等内容，都
在发出当天就火爆朋友圈，迅速收获10万+阅读量。

商报微信更注重传递情怀。9月23日，一则内
容为“健忘老人吃饭忘付钱”的测试视频，经商报
官微首发后火速扩散。视频中，“健忘老人”在得
到成都市民的各种暖心帮助后，引发千万网友点
赞。成都商报微信编发的文章阅读量迅速突破10
万+，被广泛转载，成都这座城市的温暖形象，更
得以被全国网友和读者传颂。

内容精彩的同时，速度也不容忽视。第一时
间抓住网友需求，做出最有价值的本地服务内
容。今年7月，成都天边惊现火烧云，美得不像话，
市民纷纷晒照，商报微信迅速捕捉热点，第一时
间推送美景大片——《火烧云后雪山再现！今早
的成都美得我饱含热泪去上班！》，三个小时就突
破10万+……而《堪比春运现场！就算大雨也不能
阻挡成都人到这个地方来！》《首发！成都地铁3号
线7月31日开通！你关心的问题都在这里了……》
等稿件贴心服务市民，赢得极大好评。

社群社群
厉害了四大社群平台

让游客、吃货、渔友、跑友
全都找到组织了

商报微信粉丝破商报微信粉丝破6060万万
客户端下载量破客户端下载量破6060万万

回馈粉丝用户
明起将奉送价值超30万新年大礼包

请注意！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客户端将送出又一波好礼

厉害了，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客户端以及四大社群，2016年创下满满辉煌！
官方微信在纸媒官微中稳居四川第一，客户端全媒体平台超150万用户，下载量破60万。
这么厉害，当然离不开粉丝和用户的支持相伴。
昨日，成都商报新媒体抛出第一轮惊喜，@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将在元旦小年除夕放送超级现金

大红包！今天，成都商报新媒体宣布将为大家送上第二轮惊喜！
注意啦！明天起，成都商报微信、客户端，将同步开展新年送大礼活动！两个平台都塞了满满奖

品，化妆品、健身卡、演出门票、高级渔具、代金券……还有一系列好吃好玩的！总价值超过30万元。
怎么参加呢？有两种方式！
明日起，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点击进入活动广场频道，将能看到“新年

送大礼”信息，点击就有机会中奖！中奖名单商报客户端会滚动发出！
或是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中回复关键词“鸡年大吉”，即可参与抽奖。中奖者会收

到详细的领奖信息，凭回复就能找商妹儿领取大礼哦！
我们诚意满满，只为回馈一路相伴的你！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新媒体大家族
中还有4个厉害的社群平台。
4个社群将旅游发烧友、好吃
嘴、钓鱼爱好者和跑友们一
网打尽，让每类兴趣爱好者
都找到了组织。

●成都出发
专注旅行出游的社群平

台。当前，成都出发已创建成
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目
前正在打造成都最大的中老
年旅游社群，针对中老年人
量身定制优质旅游线路。今
年7月以来，成都出发陆续推
出了重庆武隆3日游、滇西空
调专列7日游等国内游产品，
以及美国东西海岸14日游、
澳洲+新西兰11日游、豪华游
轮日韩游等境外游产品，报
名异常火爆。

成都出发不时回馈网
友，今年已回馈网友超2000
张石象湖门票、300张欢乐谷
门票、300张国色天乡门票
……太多福利啦。

●成都伙食
一个主打火锅的社群，

目前已在成都商报微博、微
信和客户端平台吸引了近60

万吃货用户。
这个社群可谓好吃嘴福

音。动不动就包场，时不时就
免费吃。今年11月成都商报
全媒体用户节上，成都伙食
举办“包场免费吃火锅”，吸
引了近10000吃货报名。成都
伙食开通了全国首档火锅直
播节目，单次直播总观看量
186万。成都伙食还将直播元
素融入到目前正在举办的

“2016成都火锅盛典”中，票
选“火锅界真网红”，发出10
万火锅券送给网友，网红主
播实地直播体验！

●爱上钓鱼
渔 友 们 的 组 织 。超 过

22000名成都钓鱼人成为爱
上钓鱼用户，2016年，超1000
人次参加了爱上钓鱼组织的
26次团钓活动。成都商报全
媒体用户节上的全城渔具折
扣活动，让钓鱼人尽享狂欢。

●跑步社群
聚合成都爱跑一族。商

报客户端跑步频道成员达到
69000人；跑步社群微信粉丝
破十万，列成都本地媒体体
育公号第一。

成都商报客户端，成都最大的兴趣
社群聚合平台，越来越多的成都人习惯
用成都商报客户端，因为，点开这个小
小的app，除了可以找到共同兴趣的朋
友，还有及时、准确、丰富、深度的内容。

目前，成都商报客户端用户60万+，
新榜新闻客户端排名全国前十，全媒体
平台超150万用户，在今日头条等各大
分发平台上平均阅读上亿。

商报客户端的影响力是怎么收获
的？自然离不开有公信力、有情怀的
内容。

今年11月，成都籍首批歼-10女飞
行员余旭牺牲。成都商报客户端第一时
间发出悼念H5《余旭，家乡人为你点亮
回家路》。文字情真意切，图片令人感
怀，内容精准无误。不论家乡成都人，还
是成都外的全国网友，都被碰撞出伤
感、怀念与共鸣，近300万网友进行了阅
读并分享。这是商报客户端作为媒体的
情怀。

今年12月22日，成都两岁女孩跌入
开水中被严重烫伤，牵动全国网友的
心。第一时间用报道传递新闻事实的同
时，成都商报与公益平台联合，开通网
络捐款渠道。捐款渠道开通不到6个小
时，全国网友们就捐了20万善款，一天
之内善款达到40万，几个小时不到，女
孩所需的救命钱就到位了。新闻报道真
实精准，传递温情令人动容，这是商报
客户端的影响力、公信力的体现。

客户端客户端
下载量破60万

各大平台
平均阅读破亿

官方微信官方微信
粉丝60万

报媒微信排行榜
稳居四川第一

成都伙食活动 成都出发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