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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双节”，相信很多小
伙伴们都已早早做好了出游准备。
大家都出去玩了，家里的闲钱可不
能成天睡大觉，趁着8天长假，做个
全面的理财规划吧！笔者从建设银
行四川省分行获悉，该行特别为大
家推出了一系列理财产品，让你在
放松身心的同时，还能轻松理财。

■ 热销理财
王美女，企业高管，喜欢旅游和

单反相机，投资理财经验丰富。近日
她刚收到公司发放半年绩效10万

元，准备到公司楼下的建行网点咨
询，有什么好的理财产品可以买。

建行四川省分行客户经理告诉
她，该行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
际，正好推出了几款节日专享理财：
5万起节日专享295天保本理财，预
期年化收益4%，风险低；73天—166
天 非 保 本 理 财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4.65%—5%，所有产品在建行柜台、
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均可购买。

■ 定期存款
唐先生是成都一家科研所的

研究员，属于保守型理财客户，平
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打理个人银行
资产。

两天前，他去建行存钱，客
户经理告诉他，今年国庆、中秋

“双节”，建行推出了系列优惠的
定期存款产品。20万元起大额存
单 ，利 率 较 央 行 基 准 利 率 上 浮
40%，期限1个月—3年多种可选，
重要的是流动性强，支持提前支
取和质押贷款。同时客户经理向
工作繁忙的唐先生做了短期理

财与大额存单的选择建议，以投
资50万为例，购买短期理财，一
年可能会有3个月的空档期，三
年总收益为51966元，而选择三年
期大额存单，一次存入收益则高
达57000元，轻松理财，零风险！
在建行柜台、手机银行和网上银
行均可购买。

该客户经理还告诉唐先生，除
了目前热销的大额存单，建行还推
出了“特色储蓄”产品。两年期，利
率较央行基准利率上浮30%，提前

支取按持有天数靠档计息，更加灵
活方便。建行各大网点均可办理。

■ 外币理财
曾先生女儿一直在美国留学，

他在银行里面有美元存款，对理财
产品也非常感兴趣。建行客户经理
向他推荐，国庆专享美元汇得盈理
财产品，发售时间9月30日—10月
10日，8000美元起投，期限96天，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1.6%，额度有限，
欲购从速，建行柜台、网银、手机银
行均可购买。

双节理财开心休假财富常驻

一部脱贫攻坚主题电视剧作品
《索玛花开》目前已完成全剧制作，取
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据了解，《索玛
花开》由于晓光、王力可领衔主演，由
四川省凉山州主项投资摄制。该剧以
真实的彝区农村现状为背景，展现当
下彝区人民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和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主动靠勤劳脱掉
贫困帽子，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

据该剧总编剧、导演王伟民介绍，
《索玛花开》实际上是《彝海结盟》的姊
妹篇，冕宁县冶勒乡的“谷莫村”是其拍
摄地之一。为了拍摄该剧，王伟民也做
足了准备，“我们到贫困山区跟扶贫干
部座谈，到老乡家里了解情况，还从大
量的文件、资料中学习，经过十几天的

‘突击’，让整个主创团队对脱贫攻坚有
了一个深刻的了解。”王伟民表示，主创
团队采访了大量的扶贫干部，这个过程
让他们受益匪浅，“我们接触的这些扶
贫干部，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工作，而
且他们还摸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
技巧，这些技巧被我们带到戏里，比如，
怎么跟老乡打成一片，怎么走进贫困户
内心，跟他们交朋友等等。”《索玛花开》
是一部川味十足的电视剧，以女性第一
书记的视角来描写扶贫攻坚事迹，讲述
经济学女博士王敏到艰苦的“谷莫村”
担任第一书记，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
富的故事。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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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楠担任“成都熊猫音乐大使”

昨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今年出生的 11 只新生大熊猫集体亮
相，迎来众多游客的驻足围观。这当
中，也出现了刚刚被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授予“成都熊猫音乐大使”称
号的著名歌手孙楠的身影。

看着憨态可掬的新生大熊猫，孙
楠乐个不停，还与现场的小朋友亲密
接触。甚至为了配合主题，孙楠还特意
穿了一件满是熊猫图案的衬衣。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孙楠透露不
仅将为大熊猫写一首歌，而且还会把
这首歌放在自己的巡演中。“我作为一
名音乐人，希望能通过音乐、歌唱，让
更多人了解大熊猫、关注环保，这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孙楠坦
言自己今年的工作重点将放在“公益”
上，比如自己的“孙楠·重塑未来专项
基金”。“我想帮助一些致残的小孩、家
庭，让他们有钱去做手术。成为正常人
后，可以上学、工作，让家庭摆脱痛苦
和贫困，重新燃起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
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
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
中央纪委、政法机关查办案件
发现及群众举报反映的线索
和证据，2017年7月14日，中央
决定将孙政才调离重庆市委
书记岗位，由中央纪委对其进
行纪律审查、开展组织谈话。7
月 24 日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决
定，由中央纪委对孙政才立案
审查。

经查，孙政才动摇理想信
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
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和群众纪律，讲排场、
搞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选人用人唯亲唯利，泄露组织
秘密；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
用职权和影响为他人谋取利
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

受巨额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
谋取巨额利益，收受贵重礼
品；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官僚
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严重违
反生活纪律，腐化堕落，搞权
色交易。其中，孙政才利用职
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
物问题涉嫌犯罪。审查中还发
现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索。
孙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
性原则，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对
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辜
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
期待，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
大损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2017年9月29日，中央政治
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

《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
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
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
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
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时予以追认。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孙政才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脱贫攻坚主题电视剧
《索玛花开》完成全剧制作

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9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给
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在党的十九大前及时发现
并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充
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
强意志、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进行到
底的坚定决心、无畏气概。

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本应
以身作则、带头践行党的宗旨，但他却
动摇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
治立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
律，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严重违反廉洁
纪律，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严重违反生
活纪律。他在党的十八大后仍然不收
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突出、群众反映强
烈，不仅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也辜负
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待，给党和

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彻底查处孙政才严重违纪案件，
对消除党内隐患、严肃党的纪律、净化
党的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再次证明我们
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的健康肌体
的毒瘤，从严治党是一场看不见硝烟
的战争。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定不
移割除这种毒瘤，坚决打赢反腐败这
场正义之战，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
的必然要求，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
必然要求。孙政才严重违纪案提醒我
们，尽管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
须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
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
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坚
决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

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就要靠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守纪律首要的
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
政治规矩。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
伯雄、令计划、苏荣等案件，到孙政才严
重违纪案，无不是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
的政治立场，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
严重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查处孙政才严
重违纪问题，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坚定政治
立场，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必须不断巩固对党
的忠诚，时刻警醒自己，位高不能擅权，
权重不能谋私。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精神上来，以孙政才严重违纪案
为反面教材，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的各项重大
部署，时时处处事事从政治和大局上
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
齐。全党同志要修好共产党人的“心
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以良好的精神
风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新华社）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从严治党 有腐必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