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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住伸向群众腰包的

百舸争流！
简阳上演“速度与激情”

6月30日上午，在简阳市人民公园
鱼嘴广场、简州大桥（沱二桥）与江月
大桥（沱三桥）之间的沱江水域上聚集
了39支龙舟队，中华龙舟大赛（成都·
简阳站）决赛在此鸣锣开战，上演了一
场水上版《速度与激情》。来自广东省
佛山市顺德区的乐从罗浮宫队囊括
100米、200米、500米职业男子直道赛

“大满贯”。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
频道、中国龙舟协会、中共简阳市委、
简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这是简阳市首
次举办中华龙舟大赛，也是四川省首
次举办中华龙舟大赛。

近些年，简阳文化体育事业取得
飞速发展，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点
315个，硬化健身场地18万余平方米；
建成行政村（社区）体育健身点、健身
路径594个，配套室外健身器材4800余
件，城市“15分钟健身圈”和农村“30分
钟健身圈”已基本形成。

简阳市委市政府围绕成都市打造
“三城三都”战略目标，不断改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加
快推进文化体育中心项目（东来印
象）、ACG时空动漫影视城项目、西南
国际旅游集散中心开发项目、四川国
际影视文化科幻旅游城国家5A级景
区等重大文体旅项目建设。正在形成
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功能复合、业态集
聚的文商旅体综合体，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优势的文商旅体创新业态，进一
步增强简阳的文化魅力、体育影响力
和旅游吸引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6月30日上午10时，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万科和成都天投
集团共同打造、天万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简称天万投控）负责投资开发建
设、中建三局施工总承包的天府国际
会议中心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记者了解到，位于天府大道东侧，
紧邻西博城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总投
资3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
其中会议中心（含商务中心）面积11万
平方米。作为省市重点项目，天府国际
会议中心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发展会展产业经济的关键性项目。建
成后将与西博城一期组成国内最大的
会展会议综合体，填补成都在国际会
议接待硬件上的空白。

项目由国际知名设计大师汤桦担
纲设计，以“天府之檐”为主题，旨在建
构一段极致安静的水平线，向成都平
原广阔的地平线致敬。记者获悉，天府
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是目前亚洲最大单
体木结构，拥有国内最长连续瓦屋面
和全国最大的单体会议厅；同时大跨
度超大重载钢桁架屋面、中西部最大
GRC单元式建筑和无框、无肋超大结
构玻璃等设计，极具科技性和前沿性。

万科（成都）企业有限公司责任合
伙人、天万投控副总经理尤晓勇介
绍，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37万方土方
清底，打下2324根预应力管桩，浇筑
混凝土10.2万方，使用钢材2.1万吨
……并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比
原计划提前2个月实现全面封顶。

中建三局项目执行经理胡亚勃
告诉记者，为确保工期，项目以“争先
天府新区·建功一带一路”为主题开展
劳动竞赛，最终取得20天完成2.8万平
米办公、生活区和施工现场临设布
置，30天完成6万平米超大面积底板混
凝土浇筑，提前10天完成会议厅、宴会
厅63米大跨度钢桁架结构高空吊装的
优异成绩，获得天府新区劳动竞赛

“特优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劼霓

摄影报道

已经率先试点运行的郫都区，可以检测出大数
据监督“一卡通”的实效。在监管系统里，郫都区财
政局负责监督管理全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
拨付、预算执行等情况，对异常资金及时进行纠偏；
7个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职责范围内补贴事项的线上
审批、动态审核、资金发放等工作，靠前监督、跟踪
查核数据比对异常情况；区纪委监委强化“监督的
再监督”，根据预警情况及部门管理的行为数据，督
促相关部门切实履职尽责，强化问责。自平台运行
以来，每一次补贴申请、发放都与大数据精准匹配、
校验，代替了人为判断过程，确保申请对象信息准
确、资格达标。截至目前，郫都区全区40类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全部上线运行，每年涉及资金1.7亿
余元，惠及群众41万余人次。

“财政惠农资金的集中发放，可以改变过去多
渠道发放等诸多问题，实现统一渠道、统一管理、直接
发放，从源头上预防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市纪委监
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卡”变“一
卡”，“一卡通”变“一卡统”，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共同
织密监管网络，实现对项目资金的全过程有效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全面启用
后，任何人不得强制收集、代管享受补贴人员的社保
卡并代为领取补贴资金，不得向享受补贴人员索取
补贴资金。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精神病人、未
成年人等，确需他人代管代持社会保障卡的，按照

《成都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代管代持暂行办法》规定严格审批授权。

上述负责人说，前期“一卡通”专项治理以查清
案件、摸清问题为主，今年推动“一卡通”向“一卡统”
转变，同时进一步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广泛公布来
电、来信、来访以及网络举报等方式，深挖严查问题，
切实做好后半篇文章，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相信7月份后不规范的行为将会大大减少直
至杜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今年7月起，一张普普通通的社会保障卡将有新功能。成都市将通过社会保障卡，分两
批实现现有46类70项补贴资金的“一卡通”发放，补贴资金项目包括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社会救助救济资金等。7月当月，第一批共计2亿元补贴资金将发到
全成都35万多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里。

小小改变，背后却是一篇基层反腐大文章。为堵住制度性漏洞，从源头上解决因多头发
放、分散发放、多环节发放产生的腐败问题，成都探索“一卡通”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从“一卡
通”到“一卡统”，扼住伸向群众腰包的腐败之手。

7 月 起 ，成 都 全 市 惠 民 补 贴“ 一 卡 ”发 放

“一卡通”

“一卡统”
变

部分村干部随意调用
造成“微腐败”
303人因它受到党纪政纪处置

“双流区农村发展局农机推广站原站
长冯文霞在审核财政补贴工作中玩忽职
守，致使丰收合作社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违
规骗取国家财政补贴126万元，王某某已判
决，冯文霞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及政务撤职
处分，涉嫌玩忽职守犯罪问题移送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

去年8月，成都市纪委监委公开曝光的
一起典型案例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是成都
市开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以来，被通报典型案例中
的一例。

由于过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实行
一类一卡、多卡直发，群众辨识使用混淆，
一些地方部分村干部随意调用等造成的腐
败问题日益凸显。去年6月，成都市开展“一
卡通”专项治理以来，共发现问题1306个，
303人受到党纪政纪处置。

龙泉驿区同安街道福圣社区工作人员
罗怀在审核残疾人护理补贴中工作疏忽，残
联专干林世全、刘长英审核资料把关不严问
题；邛崃市夹关镇雕虎村原党支部书记杨安
旭套取扶贫资金问题；金堂县竹篱镇马鞍村
村委委员、文书雷三华在五保信息管理工作
中履职不到位问题……查处的问题中，不乏
在政策宣传解读和资金发放过程中滞留克
扣、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截留挪用、贪污侵
占的，也有在财政补贴申报审核过程中优亲
厚友、吃拿卡要、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

村干部代为保管银行卡
两次“暂借”
转走45000元私用

“本来是家人生病急需用钱，想着从卡
上暂借，结果取钱花了也没人发现，就拖着
没有还……”说起当初的一念之差，青白江
区红阳街道顺江村的村委会主任张秀琼坦
承，监管不严给了她“伸手”的可乘之机。

事情还要从2013年9月说起，顺江村有
一名重点优抚对象李某，因患有精神分裂
症且无亲属照顾，长期在青白江区精神病
防治院住院，区政府每月向其指定银行卡
发放补助。又因李某没有亲属照顾，顺江
村便安排了村两委成员李兴常作为李某
的照料人，并替其代管优抚等补助的银行
卡。9月某日，张秀琼因家人生病住院急需
用钱，一时筹不到足够的费用，便想到了
李兴常代管的卡上有不少钱，并自己也只
是“暂借”，便擅自让李兴常将李某银行卡
上的30000元补助资金转到了自己的私人
账户上。

事后，李兴常多次催张秀琼将钱及时
还回李某的卡上，可都被张秀琼以拿不出
钱为由拒绝。一拖再拖，转眼就到了2017
年，李兴常看到都这么久了，钱没还上也无
人发现，一种侥幸心理在心底萌发了。2017
年3月，李兴常刚好遇上急需用钱的事情，
也就依样画葫芦从李某的卡上取了15000
元私用。

两次伸手，李某银行卡里共计45000元
补助资金，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村干部
张秀琼和李兴常的腰包。

多部门全面清理“一卡通”
察访6723次
揪出1306个问题

2018年6月下旬，成都市纪委
监委与市财政局、市统筹城乡和农
业委员会、市审计局、市金融工作
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从6月上
旬至9月下旬集中开展专项治理。

财政部门全面摸清底数，全市
共梳理出发卡数量518万余张，涉
及资金59.83亿余元；纪检监察机
关履行监督责任，督促推进各项任
务落地落实；审计机关结合强农惠
农财政补贴资金使用“一卡通”情
况专项审计调查，排查问题线索；
有关职能部门主动配合，对比数
据、实地核查……一场惠民惠农领
域的专项治理，在成都启动。

让张秀琼和李兴常再也坐不
住的，是当月四川省纪委监委发出
的《关于限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
告》。《通告》指出，“对限期内主动
说清问题的，综合考量性质情节、
觉悟态度、后果影响等因素，积极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分类甄
别处置，可以依纪依法从宽处理；
对限期内未主动说清问题，以及对
组织不忠诚、不老实，避重就轻、欺
骗组织的，一经查实，依纪依法严
肃处理。”

在红阳街道随之召开的专题
会上，两人才意识到自己所犯的过
错和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在2018年
7月8日将私自挪用的钱还到了李
某的银行卡上，并主动走进了红阳
街道纪工委办公室。

鉴于张秀琼、李兴常在通告期
限内主动说清问题，且及时退还资
金45000元，积极配合组织处理，
2018年8月，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
街道纪工委给予两人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专项治理期间，通过明察暗
访、查阅资料、个别访谈等方式进
行监督检查，全市开展明察暗访
6723次，走访群众29289人，共发现
问题1306个。

“一卡通”变“一卡统”
钱走到哪一步
全在监管系统里

“每一笔资金发放后，老百姓手机会收到实时
的信息提醒，清晰说明到款时间、补贴种类、款项金
额、发放单位，让老百姓的钱每一分都清楚明白。”
市财政局社保处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6月27日，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监管
平台上线运行，个别区县分散养育孤儿和艾滋病毒
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试发成功，到账短信提醒实时
推送；7月当月，预计2亿余元补贴资金将发到全成
都35万余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里。根据业务主
管部门发放安排计划，第一笔资金发放时间为7月5
日，发放项目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分散养育孤儿和
艾滋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分散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金、困境儿童生活补助资金等，到账的同时会
有短信提醒。

70项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发放，背后是多部
门共建的成都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
卡“一卡通”发放监管系统，通过大数据打通各部门
数据壁垒，实现对惠民资金发放的全链条监督覆盖。
市财政局社保处工作人员向记者演示平台的试运行，
从职能部门受理、审批、拨付申请，到财政部门审批都
一目了然，“钱走到哪一步了，都在监管系统里。”

腐败之手

发放
时间

第一笔资金发放时间为7月5日

第一批共计2亿补贴资金将发
到全成都35万多人的社会保障
卡银行账户里

最低生活保障金、分散养育孤儿
和艾滋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
费、分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
困境儿童生活补助资金等

会有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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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据中国
纪检监察报

“一卡通”监管系统界面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主体结构封
顶，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