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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虽已立秋，火热的阳光

依旧炙烤着大地。当日上午，市城投集

团公司纪委监察室工作人员冒着高

温，先后来到上饶特色旅游小镇安置

小区项目部和上饶市城镇综合管廊

建设二期项目部，进行廉洁项目建设

督查。 督查事项主要有项目廉政文化

建设情况，“五大员” 等关键岗位人员

履职情况，项目廉政档案资料收集等

相关工作开展、部署及执行情况，项目

部工作人员是否存在“玩手机、聚众打

牌、不作为、慢作为”等违反规章制度

和纪律规定行为等。

同时，纪委监察室工作人员结合

日前制定的《工程项目廉政风险清

单》，对项目负责人和工程师进行了廉

政风险岗位谈话，要求他们严格遵守

集团公司规章制度和相关纪律规定，

按时、按质完成集团公司的任务———

加强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增强业务能

力，在工作中履职尽责，项目负责人更

要充分发挥好“头雁”效应。 这是市城

投集团公司开展廉洁项目建设，健全

完善一体推进“三不”机制以来的又一

次回访。

成立首个廉洁项目建设示范点

6

月

12

日， 上饶市首个廉洁项目

建设示范点在上饶市城镇综合管廊

建设二期项目部挂牌成立，在炎炎夏

日，廉政清风吹进了项目建设一线。当

日上午，市城投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黄诚与相关人员，来到项目部

召开了廉洁项目建设工作会议。 会上

要求，加强在建项目廉政监督，积极营

造廉洁氛围。 在开展好日常监督的同

时，要努力推进精准监督，深入剖析研

究，要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境，增强

主动服务意识，及时发现解决项目建

设方的问题，营造良好的项目建设环

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施工单

位中国建筑集团公司驻上饶纪检负

责人表示，市城投集团公司廉洁项目

建设活动的开展，对施工单位廉政建

设、项目建设有着重大的作用，为施工

单位提供了便利，让施工单位感受到

了市城投集团公司服务项目施工企

业的真心和诚意。

据了解，为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

的廉政氛围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推进廉政建设进项目一线工作， 市城

投集团公司选取了上饶市清风基地建

设项目、 上饶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上饶市紫阳万惠智能市

场、春天新苑安置小区项目、城东佳苑

安置小区项目、 上饶特色旅游小镇安

置小区及道路建设工程、 上饶城投中

大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 上饶市城镇

综合管廊建设二期项目、 上饶市城东

医院项目、 上饶市明叔小学项目等

10

个新建项目开展廉洁项目建设工作。

深入开展一体推进

“

三不

”

工作

市城投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室结合

实际，以

10

个廉洁项目建设示范点作

为一体推进“三不”工作的重点领域，

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和强化对所有在

建项目的廉政监督，深入开展一体推

进“三不”工作，并建立廉政项目档案，

将项目基本情况、廉洁项目建设情况

等纳入档案管理，掌握日常廉政动态、

有效防控廉政风险，做到监督方式不

断创新，监督内容动态更新，构建主

动、动态、精准、高效监督新模式；为加

大对

10

个廉洁项目的精准监督力度，

目前已点对点派驻了

5

名项目监督专

员，明确监督职责，创新方式方法，坚

持问题导向，对项目建设过程中有关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发挥“探头”

作用；坚持广开渠道，多方位、深层次

挖掘问题线索，收集有价值的问题线

索，查处一批重点案件，配合有关部

门，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行为。

此外， 市城投集团公司纪委组织

召开了廉洁项目建设暨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集团公司各部门、子公司、

项目部及项目参建方要紧盯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要把解决问题

作为落脚点， 认真查找问题背后的制

度原因，以案促改，举一反三，健全完

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扎紧“不能腐”

的笼子； 要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

育作用， 坚持用身边的案例教育身边

的人，以案为鉴、闻警自省，强化“不想

腐”的自觉。

对纳入廉洁项目建设的在建项

目开展日常监督检查

7

月

4

日， 市城投集团公司纪委监

察室与中国建筑集团公司一起， 举行

上饶市城镇综合管廊项目“超英廉洁

文化示范点”启动活动，向施工单位工

作关键岗位人员送廉政书籍， 让他们

筑牢思想防线；

7

月

15

日， 在上饶市城

镇综合管廊二期项目部召开一体推进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座谈

会，监督专员与参建各方围绕工程建

设领域中围标、串标、转包、非法分

包、工程量变更、工程量计量等廉政

风险点进行了开放式交流；

8

月

1

日，

监督专员根据《工程项目廉政风险

清单》 对廉洁项目建设示范点项目

负责人和工程师进行了风险岗位谈

话， 提醒廉政风险岗位人员要做到

自重、自省、自律，慎小、慎微、慎独，

做到警钟长鸣……

8

月

8

日，记者在上饶特色旅游小

镇安置小区项目部和上饶市城镇综合

管廊建设二期项目部采访时看到，《市

城投集团公司廉洁项目建设暨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倡议

书》及《廉洁从业承诺书》都被张贴在

了项目部的醒目位置。 在上饶市城镇

综合管廊建设二期项目部， 廉政文化

建设宣传栏、宣传板随处可见。

上饶市城投集团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黄诚表示， 项目建设是城投

公司的主业， 工程项目建设是廉政风

险点的集中和重点环节。 从前期招投

标、代理、可研、环评、勘察、设计、监

理、过程审计、一审等服务的采购，再

到具体的项目施工建设、工程量变更、

签证，工程款结算，重要设备、材料采

购， 询价工作等， 廉政风险环节非常

多，因此，推动城投集团项目廉政建设

是一项重要工作。

2016

年开始提出这

项议案，今年年初，城投集团将其列入

了四项重点工作之一，并于

5

月下旬下

发《关于深入开展廉政建设进项目一

线暨廉洁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随后

便启动了廉政建设进项目一线暨构建

一体推进“三不”机制活动，做到项目

建设到哪里，监督检查就延伸到哪里，

努力确保项目建设廉洁、高效、安全，

要让廉洁之花开遍在建一线项目。

让廉洁之花开遍一线在建项目

市城投公司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吴淑兰

本报讯

（

李悦

记者

夏濛

）近

期， 上饶经开区交警大队联合万

年交警大队在辖区主要路段开展

联合执法行动。

此次行动共出动警力

55

余人

次，查扣二轮摩托车

21

辆、三轮电

动车

4

辆、三轮汽车

5

辆、三轮港田

车

1

辆，查处二轮摩托车涉牌涉证

3

起、二轮电动车逆行

6

起，查处小

车超员

1

起，改装车辆

2

起，车辆未

年检

10

起， 拘留无证驾驶

2

人，拆

除电动三轮车非法加装设备

24

起， 二轮车非法加装设备

7

起，其

他车辆涉牌涉证违法

8

起。

本报讯

（

付晓媛

实习生

王梦

莹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8

月

9

日，

信州区群心党总支东市党支部联

合信州区东市街道北门村社区党

委， 慰问辖区品学兼优贫困大学

生，并送上慰问金，切实关爱辖区

贫困学生的学习成长， 鼓励他们

奋发有为。

图中这位贫困大学生名叫蔡

雨珍，母亲意外去世，父亲失踪。目

前她跟随外婆生活，因外婆年迈体

弱，她利用假期时间到社区应聘保

洁工作，尽自己能力补贴家用。

两地交警联合开展

道路违法整治

群心党总支

慰问贫困大学生

本报讯

近日

,

弋阳县三县岭

镇前畈分场山包队张霞以

667

分

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类录取

,

三县岭镇陈屋分场徐家队黄弋斌

以

647

分被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

化类录取。

为了对张霞和黄弋斌同学刻

苦学习的精神予以鼓励， 引导广

大学子更加努力学习， 营造你追

我赶、奋发成才的学习氛围，

8

月

5

日下午，三县岭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罗辉， 副镇长吴秀芳等代表党

委政府来前畈分场和陈屋分场，

把祝贺送给张霞和黄弋斌， 并对

其各奖励人民币

4000

元整， 真切

地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学习， 成为

国家栋梁之才， 力求将来报效国

家，报答家乡。

(

龙凯

)

弋阳三县岭镇

两优异学子

各获4000元奖励

市城投公司纪委书记黄诚在上饶市城镇综合管廊建设项目部赠送廉政书籍

市城投公司纪委监察室工作人

员巡察中大建筑装配式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