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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8日，市纪委发布月报，今年1—7月，全市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83个，处理944人。其中，7月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115个，处理188人。

具体情况如下表。

今年1—7月我市查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83个

本报讯 （记者 黄乔）8月8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专项小组组长
刘强在司法体制改革专项小组2018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要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聚焦重点
难点，努力把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提
高到新水平。

会上传达学习了全面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推进会议和五届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听取
了政法各部门工作汇报，审议了《公安
改革攻坚行动方案》。

刘强强调，要将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报告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和全

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议的部署
要求结合起来，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改
革纵深发展。要深入推进政法口机构
改革，严格按照中央关于机构改革的
部署要求，从我市实际出发，统筹谋划
政法系统机构改革，及时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要深化司法
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纵深推进司法责
任制改革，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统筹谋
划好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规划和重点
任务，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力有序推
进。要全力推进政法各单位改革，加
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全面提升
政法工作水平。

市高法院院长杨临萍、市检察院
检察长贺恒扬出席会议。

刘强在司法体制改革专项小组2018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要求

聚焦重点难点
努力把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到新水平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 7
日，市残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圆满闭
幕。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出
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扎实工作、担当作为，为开
创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大会选举马岱良等118名同志为
市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委员，选举王静、
王余果、刘玉霞、刘继梅、杨健、何跃、
何梅奇、陈冰、林梅、周娟、郑璇、唐毅、
黎德龙、潘光银、魏旭川等15人为重庆
出席中国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市残联第五届主席团第一次全体
会议聘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学
普、市政协副主席徐代银为主席团名
誉主席，选举副市长潘毅琴为主席团
主席。推举黎德龙为市残联第五届执
行理事会理事长，通过张青莉、谭正
萱、雷建平为执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胡文容代表市委，对新当选的市残

联第五届主席团委员、市残联新一届执
行理事会班子、出席中国残联第七次代
表大会的代表表示祝贺。他指出，残疾
人事业是一项平凡而崇高的事业，做好
新时代残疾人工作是一份光荣而重大
的责任。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性，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
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
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旗帜鲜明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残疾人群
体的政治引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要进一步增强
先进性，大力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干部
队伍建设、纪律作风建设，全面提高新
时代残联组织建设质量和水平。要进
一步增强群众性，强化服务意识，提升
服务能力，挖掘服务资源，满腔热情做
好联系服务广大残疾人的工作。

市领导刘学普、潘毅琴、徐代银出
席会议。

重庆市残联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
选举产生市残联新一届领导机构

胡文容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8月 8
日，我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微宣讲片区赛首场比赛在合
川举行。来自璧山、綦江、永川、铜梁、
荣昌等区县的10名选手登台展开角
逐。

选手们围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扎实推进家风建设、推动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发展等群众关心话题，结
合身边实际，用鲜活生动的“大白话”
讲清大道理。他们既从总体上把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体系和思想精髓，又从各个领域
深入理解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让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总书记殷殷嘱托全
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最终，万盛区的陈松宣讲的“乡村

振兴高质量，品质生活有保障”、江津
区的王昌旭宣讲的“共产党员的‘样
子’”、合川区的葛志平宣讲的“法治德
治并举，迈步复兴征程”获得了一等
奖。

据介绍，本次比赛由市委宣传部
主办，分三个阶段进行。5月上旬到
7月下旬为遴选推荐阶段，各区县组织
基层理论宣讲骨干赴基层宣讲，遴选
推荐1名优秀选手参加片区赛。7月
下旬至8月下旬为片区赛阶段，组织
4个片区进行比赛，评出前3名选手进
入决赛。9月上旬为决赛阶段，各片区
前3名集中参加决赛。获奖选手将参
加“重庆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宣讲团‘走基层’宣讲活
动”，深入基层开展示范宣讲。

我市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微宣讲片区赛首场比赛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全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检查指导工作汇报会上获
悉，7月16日至30日，我市组建40个检
查指导组，对全市各区县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开展了为期15日的“点对点”
检查指导，目前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据介绍，通过此次全市层面的检查
指导工作，各区县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聚力宣传发动、全面依法严惩、
推动综合治理、发力深挖彻查、强化组织
建设，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

强化组织领导
为检查指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7月14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专项斗争培
训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
长刘强对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检查
指导工作作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确要
求。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市高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
法局等部门负责人就检查指导重点进行
了辅导培训。7月17日，40个检查指导
组全部进驻区县开展工作。

7月17日至19日，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组长刘强赴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开展
调研，了解12个基层单位扫黑除恶工作
开展情况，指出要在六个方面下功夫，进
一步把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摸准、问题症
结摸透，边查边改边推进。

7月17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副组长邓恢林深入
渝中区、江北区，实地督导扫黑除恶工
作。市高法院院长、市扫黑除恶领导小
组副组长杨临萍主持召开案件审理工作
推进会，逐案督导涉黑恶势力案件审理

工作。7月17日至18日，市检察院检察
长、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副组长贺恒扬
先后到武隆、彭水、南川、渝北四个区县
开展督查，督办挂牌案件办理工作。

市扫黑办工作人员表示，检查指导
组的工作，得到了各区县的高度重视、大
力支持、积极配合，为检查指导组营造了
良好的工作环境，为检查指导工作顺利推
进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和后勤保障。

聚焦六个重点
提升检查指导工作质效

各检查指导组围绕“政治站位、依法
严惩、综合治理、深挖彻查、基层组织建
设、组织领导”六个重点，按照区县层面
检查指导、下沉镇街检查指导、汇总反馈
情况三个阶段分段进行，强化工作措施，
创新方法手段，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检查
指导工作。

第16组（江津区）实行“三见一清
单”，在查找问题的过程中，要求做到“见
问题，见单位，见责任”，对查找出的问题
和整改建议制作成清单，共同研究制定
整改措施，并要求限时反馈。第23组
（铜梁区）建立“快、实、准、严、亮、好”六
字工作法，及三个“三结合”思路措施，对
发现的问题挂单整改，逐一销号，确保一
个问题不放过。

第36组（巫溪县）制定六条工作做
法，采取“三问三阅”、“三看三检”、“三进
三听”、“三到三见”、“三核三查”、“三拍
三看”，分别检查政治站位水平是否到
位、依法打击是否规范、综合治理是否动
真、深挖彻查效果是否显现、基层组织建
设状况是否改进、组织领导工作是否得
力，进一步提升检查指导工作针对性。

各检查指导组进驻期间，向社会公
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举报专用信箱，落实
专人负责举报受理，逐一做好登记、梳理
归类，列明线索清单，及时交办，跟踪督
办。

“各组对不属于黑恶犯罪的线索分

类移交，对收集的涉黑涉恶线索加强实
地查证、重点印证和补充调查。”该工作
人员介绍，第2组（黔江区）采取“逆向分
析”“结果印证”“比对求证”的工作方式，
加强线索的分类查证。

各检查指导组多层次、多角度了解
掌握工作开展实情，认真调阅文件，逐条
梳理问题线索；深入走访问询，倾听群众
诉求；开展个人谈话，广泛听取意见。据
了解，检查指导工作期间，共调阅文件资
料80000余份，走访群众3800余人，发
放调查问卷3800余份，走访单位520余
家，个别谈话1146人。

第1组（万州区）建立“一碰二会三
必须”工作制度，更加全面了解工作情
况。第8组（九龙坡区）对社会影响较大
的重点案件，通过调阅案件档案、组织专
题研究等方式深入研究，指导公、检、法
等部门统一执法思想，统一数据口径。

第40组（彭水县）突出“一查二听三
问四访”，通过查看乡镇（街道）、派出所
和村（社区）资料，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
汇报，聚焦传达学习、线索摸排等7个方
面内容询问相关人员，随机走访农户，全
面掌握专项斗争开展情况。

各检查指导组根据各区县实际情
况，把工作重心放到乡镇（街道）、村（社
区），聚焦基层重点部门、行业、领域，把
准问题切入点和解决问题着力点，扎实
开展下沉检查指导，共走访群众18200
余人，走访乡镇（街道）480余个，明察暗
访挂牌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157个。
第7组（沙坪坝区）暗访商贸集市、车站
码头、旅游景区等15处，抽查花园社区、
高店子社区等4个市级挂牌社会治安重
点地区。第9组（南岸区）以农村为重
点，对连续担任三届以上的村支部书记、
村主任，被确定为后进的村党组织、信访
量较为集中的村逐一进行走访。第24
组（潼南区）下沉13个镇街村（居委）、3
个挂牌整治的重点社区、2个软弱涣散后
进村、3个政法办案部门进行明察暗访，

全区覆盖面达到60％。

边查边改立行立改
切实补强工作短板

各检查指导组紧紧围绕重点检查内
容，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加强问题交办督
办，实行问题整改双向反馈机制，与被检
查指导区县共同研判问题、列出清单，共
同制定整改方案，共同研判重点线索，推
动边查边改、立行立改，指导区县及时整
改落实，补齐短板。

第13组（巴南区）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提出整改意见建议
31条，指导相关部门逐条落实整改。第
39组（酉阳县）坚持检查与指导的良性互
动，对宣传发动不到位等问题开展“回头
看”，推动召开情况通报会及工作交办
会。“通过此次检查指导工作，群众对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大幅提升。”市
扫黑办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40个检查组共发现问题
1291个，已推动整改落实848个。

同时，各区县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对
照问题清单，逐项交办，制定整改方案，
逐项落实整改责任。渝中区组建12个
督导组，开展常态交叉检查，对问题突出
的部门和街道下达督办通知书，每日通
报情况、交办任务，区委督查办同时启动
专项督办追责机制。长寿区针对检查指
导组反馈线索排查不全面问题，组织再
次开展村（社区）、镇街、区级政法部门三
级线索摸排，区级相关部门针对建筑、矿
产、市场运营、基层政权建设等重点领域
开展重点摸排。丰都县针对群众知晓率低
和参与度不高问题，在县内除中央电视台
外的各大地方台和全县公共广场LED显
示屏上滚动播放检查指导组相关内容字幕
以及涉黑涉恶问题线索举报方式。

据了解，目前，市扫黑办正认真梳理
总结，强化检查指导结果运用，及时将问
题反馈各区县，督促指导各区县切实整
改落实。

重庆“点对点”检查指导
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

本报记者 黄乔

重庆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
（2018年以来，截至2018年7月31日）

备注：“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问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数据来源：重庆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上接1版）
去年以来，市检察院组建了办理金

融犯罪、证券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7个
公诉专业团队和民事裁判监督、虚假诉
讼监督等民事行政检察专业团队，并正
在推进设立办理经济金融等专门领域案
件的检察官办公室，集中资源力量办理
专门领域案件。

杜绝“办了案子、垮了厂子”
为民企追回经济损失2554.8万元

以前涉及民营经济领域的案件，有
时会出现一个尴尬的现实，即依法批捕
了民企主要负责人，却导致企业无人管
理最终倒闭，大量工人失业。

《报告》显示，根据“服务保障民营经
济18条”的规定，办理涉及民营企业及
其从业人员犯罪案件，慎重采取人身强
制措施，没有采取必要的，依法不采取；
对于有自首、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
社会危险性不高、积极配合的民营企业
涉案人员，一般不采取逮捕措施；采取逮
捕措施后，应当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没
有继续羁押必要的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
施。

同时，慎重选择办案时机和方式，需
要到民营企业调查取证或补充证据的，
尽量不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严禁越权
办案、插手经济纠纷，严禁以服务为名到

涉案民营企业吃拿卡要报，严禁干预涉
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报告》披露，去年3月，九龙坡区检
察院依法对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的民营企
业家李某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保障了
该企业总投资90亿元、已投入30亿元、
可吸纳上万人就业的重大项目正常运
营，杜绝“办了案子、垮了厂子”。

与此同时，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打击
侵犯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刑事犯
罪。积极运用刑事手段保护民营企业家
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企业正常经
营活动。

保护民营经济的同时，全市检察机
关也坚持依法保护原则，准确把握罪与
非罪“五个界限”，认真履行对侵犯民营
经济及其从业人员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
监督职责。

2017年1月至2018年5月，全市检
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对侵害民营企业权
益犯罪立案12件，纠正违法查封扣押冻
结处置民营企业财物案件11件，对涉民
营企业债务、股权纠纷等民事申诉案件
提出抗诉58件，监督纠正侵害民营企业
合法权益的虚假诉讼52件。

尤值一提的是，为健全帮助民营企
业维权的“绿色通道”，市检察院制定《重
庆市检察机关开展涉产权刑事申诉和国
家赔偿案件办理工作专项督查活动方
案》，推行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典型案例发
布制度，办理涉及民营企业财产权、插手
干预经济纠纷的控告、申诉案件14件，
为49家民营企业追回经济损失2554.8
万元。

机制保障确保服务长效
108 家民企与检察院建立

定点联系机制
《报告》指出，为加强协作联系，强化

服务民营经济的机制保障，市检察院建
立了定点联系民营企业机制。

目前全市5个分院、38个区县检察
院与108家民营企业建立了定点联系机
制，由院领导或资深检察官负责定点联
系辖区民营企业，与工商联共同加强对
民营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法律服务，帮助
解决企业经营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和市委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市检察院以办案
为中心，出台了保障和促进民营企业健

康发展“15条工作意见”，针对司法实践
中的疑难问题提出指导意见，解决认识
分歧，统一司法尺度。

首先是针对易发多发的侵害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的犯罪，要求充分履行批捕
起诉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强调打击长
期困扰民营企业，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挪
用民营企业财产，侵蚀民营企业利益的
内部“蛀虫”，突出打击收受对方商业贿
赂，勾结对方抬高进价，压低售价，吃里
扒外，损害民营企业的“内鬼”。

同时针对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高风
险特点，强调依法慎重处理民营企业创
新创业中涉嫌犯罪的案件。要求建立健
全检察环节对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
容错机制，防止片面理解法律，就案办
案、机械司法，助推解决“创新难”。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面临
转型升级、经营困难等压力的实际情况，
强调依法慎重处理民营企业融资类刑事
案件；针对司法办案可能对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造成影响的问题，强调依法准确
适用强制措施，注重改进办案方式方法，
提高办案质效；针对合同纠纷、劳动争议
频发，民营企业与行政机关争议不断的
问题，强调依法妥善办理民事行政纠纷
监督案件；针对服务保障民营经济认识
有待提高，措施有待细化等问题，强调加
强指导和夯实责任。

全市检察机关已起诉侵害民企权益犯罪近千人

（上接1版）
王炯表示，政协是政治组织，讲政

治最重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全市政协系统政治上要高站位，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做到理论清醒，
坚决落实市委“三个确保”要求，使人
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正

确方向前进。学习上要高标准，结合
总书记的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结
合全国政协的新号召，结合市委的新
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组织开展学

习。履职尽责上要高质量，紧紧围绕
“加强”和“改进”两个关键词，树立一
流追求，创新工作方法，以实干精神，
尽职履责，不断推动人民政协工作提
质增效、创新发展。

市政协党组成员宋爱荣、谭家玲、周
克勤、徐代银、秦敏分别参加相关片区会
议。

市政协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片区座谈会

8月4日，綦江区郭扶镇郭高路
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
进行水稳层铺设。近年来，该镇加
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
升村民小组通达率和通畅率，计划
2018-2020年硬化公路212公里，实
现撤并村通畅100%，村民小组通达
100%的目标。

特约摄影 陈星宇

綦江：

建好“四好农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