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签订承诺书 确保工程廉洁
天投集团采取多种举措，为新区打造精品工程、廉洁工程提供纪律保障

77月月1919日日，，
为进一步落实为进一步落实
新区党风廉政新区党风廉政
建设与反腐工建设与反腐工
作部署要求作部署要求，，确确
保保““廉洁天投廉洁天投””
和和““廉洁工程廉洁工程””
建设的深入推建设的深入推
进进，，天投集团召天投集团召
开了开了20162016年新年新
开工项目参建开工项目参建
单位廉政谈话单位廉政谈话
会议会议。。集团纪检集团纪检
监察部监察部、、集团相集团相
关子公司分管关子公司分管
纪检领导纪检领导、、新开新开
工项目参建单工项目参建单
位分管纪检负位分管纪检负
责人和项目经责人和项目经
理参加了廉政理参加了廉政
谈话会谈话会，，并当场并当场
签订了签订了《《廉洁工廉洁工
程 共 建 承 诺程 共 建 承 诺
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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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教育方面，天投集团一
是注重警示教育。深入推进廉洁从
业警示教育，将反贪拒腐、诚信守法
观念与企业文化有机结合，采取“现
场庭审教育”、“情景式观摩教育”、

“分析式警示教育”等行之有效的方
式，让“廉洁工程”先后走进四川法
纪教育基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
现场等，确保了法纪宣传教育更加
形象、生动、直观，筑牢集团和参建
单位干部员工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是注重廉政文化宣传。通过
与项目党建工作相结合，在项目党
总支采取悬挂廉洁从业标语，设立
廉政报刊阅览点、廉洁文化专栏，
张贴廉洁从业规范和廉洁从业宣
传海报，滚动播放在线视频法制宣
传和邀请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进行
法纪讲座等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
覆盖面，打造多方位、全覆盖的工

作宣传攻势。组织项目管理人员深
入学习廉洁从业有关规定、制度和
纪律，展播廉洁系列电影、举行廉
洁从业座谈会等方式，提升宣传教
育的参与性，增强队伍崇廉尚洁的
自觉性。

三是注重廉政谈话提醒。对工
程项目上涉及人、财、物等重要职
能的领导干部和重点岗位人员，做
到廉政教育平常化、经常化，把廉
政监督和预防关口前移，抓早抓
小，对于有违纪苗头或有一般性作
风问题的，及时有效地予以督促警
示及提醒，进行廉政谈话 40 余人
次，有效预防了违纪违法问题的发
生。集团近三年来承担156个总投
资近 1300 亿元的重点建设项目，
没有发现发生有重大职务犯罪的
行为，确保了“廉洁工程”建设有效
推进。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说起当初成立合作社的缘由，
胡郊文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我
们几个是‘图好耍’，顺便赚点钱。”

2008年，在外务工的胡郊文和4
个好朋友合计准备做点什么事。“当
时，我们看到人家开拖拉机，于是一
块儿凑了30万成立了农机合作社。
（合作社）购置的第一件固定资产就
是一台拖拉机。”

胡郊文说，没想到后来合作社
的发展，完全是被事情“追着跑”的。

第二年，合作社就购进了一套插
秧机。“可秧子插下去，问题又来了。

插秧机插的秧，收获要比传统方式晚
20天左右，那时专门的收割队已经
撤了，农户没办法收割——逼着我们
又购进了收割机。”就这样，合作社不
断地添置“家当”：植保机械、烘干机
械以及播种无人机……现在，大大小
小的农机至少上百台了。

合作社的业务，也从原来的租
赁农机，发展成代耕、代种、代收，后
来干脆直接从农户手中把土地流转
过来。

土地种植形成规模之后，整个
片区的种植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效率和产量都提高了。
以育秧为例。过去一亩田的秧

子需要一分地培育，如果按照现在
合作社流转的2000亩来计算，光是
育秧就需要200亩地，还需要加上人
工、水电、管理等成本。合作社建起
了育秧的温室大棚，2000亩地需要
的秧苗只需要20亩地来培育，其他
的成本也大幅削减。

胡郊文说，合作社的几个股东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种
粮上种出名堂来，建设一个真正优
质的粮油基地。

据悉，天投集团完善了共建活动方
案。以“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廉洁工程”为
主题，以“诚信、廉洁、共赢”为目标，制定
出台了《成都天投集团与参建单位深入
推进“廉洁工程”共建活动方案》，明确了
责任目标，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定期召开

“廉洁工程”共建大会，共同研究部署工
作、完善协调沟通、协作办理信访和通报
处理情况等协作机制，确保形成各司其
职、相互监督、通力合作的工作合力。目
前，天投集团与参建单位共签订了180
余份《参建单位廉洁工程共建承诺书》，
向参建单位发放200余份《预防职务犯
罪告知书》，使“廉洁工程”深入到每个项
目一线、落实到每个责任人。

此外，天投集团还完善定点联系制
度。集团纪委采取“一线化”工作法，通
过分片制确定具体人员联系工程项目，
与参加单位定期前往工地，对廉洁共
建、廉洁教育、预防措施、问题查处及整
改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提高了监督工
作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

同时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参建多方
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廉洁工程”共建联
席会议，及时掌握“廉洁工程”开展和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情况，结合存在的问题
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使“廉洁工程”共
建工作形成多方协同配合的良性机制。

四是完善信访举报制度。在工程项
目现场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和电
子邮箱，及时组织力量对信访举报或线
索进行调查处理。向被反映人的上级单
位通报案件查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和
参建单位总结经验教训，改进管理，堵塞
漏洞，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监督惩防机制。目前，集团纪委和
参建各方纪检监察机构共同办理信访件
5件，确保了“廉洁工程”建设取得成效。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三个
结合即：与“检企共建”相结合，与
联合检查相结合，与“三进”活动
相结合。

首先，继续深化以“省检察院
指导、市检察院牵头、基层检察院
实施与配合、企业联动响应”的“检
企共建”机制，针对天投集团项目
多、资金量大、廉政风险点多的实
际，围绕招投标和项目建设管理、
规范物资采购程序、严格财经工作
纪律等方面与市、区检察机关共同
研究问题处理方案，以开展“精准
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着力点进
一步深化“检企共建”，着力破解工
程建设领域腐败易发高发顽疾。最
高人民检察院调研组6月底在成
都天投集团调研指导“检企共建”
和“廉洁工程”共建工作时，对检企
双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创新举

措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高度赞扬
和充分肯定。

其次，组成有检察机关参与
的联合检查组，采取日常检查、专
项检查、组织评审、受理投诉等形
式，对落实“廉洁工程”建设的各
项规章制度、法律法纪教育、工程
项目分包、投诉举报等情况开展
检查，使问题隐患能得到及时纠
正和处理。

第三，通过开展廉洁工程“进
项目、进岗位、进工地”活动，与参
建单位在签订施工（监理）合同时
签订《廉政合同》或《廉洁工程共
建协议》实现“双诺双责”、制定具
有工程项目管理岗位特点的廉洁
从业行为规范、完善工地廉政公
示制度的方式，将“廉洁共建”的
触角延伸到一线，打造多方位、全
覆盖的工作阵势。

种粮种出名堂 要建“天府粮仓”
籍田街道自勤专业合作社打造万亩优质粮油产业基地

籍田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勤专业合作社的连片规模种植，得
到了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的高度
重视。代耕、代种、代收等农业服务
规模经营面积再在涉农 10 个村
（社区）发展 2000 余亩，达到 5000
余亩，力争“天府粮仓”规模经营面
积扩大至1万亩。

“我们也在思考怎么做。”胡郊
文说，现在合作社大型机械有 52
台，固定资产 400 多万。但如果要
发展到1万亩，肯定还需要采购更
多的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农业
植保机、育秧生产线、农田平整
机等设施设备。

另外，从农民手中流转或者托
管过来的土地，土壤质量参差不
齐。“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籍田
街道正在积极争取把我们这个项
目纳入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逐步改善农田质量。”

规模越做越大，“天府粮仓”咋
个科学管理、咋个营销包装？为此，
合作社还引进了一些年轻人，其中

还有海归。
皮肤黝黑、看起来特别敦实的

苏烈是籍田人，去年从马来西亚回
国。“我在是学多媒体管理的。”苏
烈说，当初留学时希望在国外工
作，后来听说家乡在搞现代农业，
觉得前景很好，就回来了。其实最
终促成苏烈下定决心的，是他留学
时的一个同学。“他是云南人，比我
早一些回国。回到云南之后就投身
到现代农业，种植油菜，现在发展
得非常好。”

来合作社一年多了，苏烈逐
渐有了很多思考。发展现代农业，
可以让“农业成景观、农居成景
点、农村成景区”，让农业种植和
乡村旅游有机融合起来。今年油
菜花开的时节，自勤专业合作社
的农田里，就出现了黄色的“油菜
花耕牛”，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下一步，合作社还将完善农田
周边的旅游设施，在低洼农田养鱼，
形成更多的乡村旅游景点和项目。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摄影报道

粮丰村五组村民祝明春，老公
常年在外做装修，孩子毕业后在外
做生意。家里的 2 亩多地，全由她
一个人操持。“过去，1亩地种一年，
除去种子、化肥这些，水稻小麦一共
收入可能就1000多元。”合作社开
始流转土地之后，祝明春算了一笔
账：土地流转每亩1000元，2亩多地
就是2000多元了；自己到合作社做
杂工，除开农闲期间一年还能拿到1
万多工资，比自己种地划算得多。

和祝明春一样，还有100多个
村民都是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又
在合作社上班的。

“原来相邻的几个村，都存在
土地闲置或者种应付田的情况。我
们就想，不如交给我们种。”胡郊文

说，现在，合作社共流转土地2000
余亩，涉及长征、西安、清华、粮丰
4个村；由合作社代耕、代种、代收
的 3000 余亩，涉及地平、红碑、五
圣、铧炉4个村。

这样一来，过去土地闲置和应
付的情况大大改善了。年轻人更能
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外务工，身体硬
朗的老年人可以一边在合作社打
工，一边照顾孙儿、孙女。“在合作
社上班，一般从 3 月到 7 月、10 月
到春节两个阶段；每天下班也比较
早，完全可以照顾家里。”

对于村民来说，收入也增加不
少。前段时间“双抢”的时候，每个
月合作社都要拿出10多万元来给
工人发工资。

来 到 天 府来 到 天 府
新区成都直管新区成都直管
区籍田街道粮区籍田街道粮
丰村丰村，，一望无际一望无际
的农田长满了的农田长满了
油亮亮的水稻油亮亮的水稻，，
在阳光的照耀在阳光的照耀
下犹如铺在大下犹如铺在大
地上的绿色地地上的绿色地
毯毯。。沿着小道走沿着小道走
到田间到田间，，细长的细长的
水稻叶子向上水稻叶子向上
弯出美丽的弧弯出美丽的弧
线线，，一派生机盎一派生机盎
然然。。

天投集团近年来始终保持高压反
腐的态势，着力以“廉洁工程”共建作为
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效载体，不断
完善双方廉洁沟通交流和相互监督检
查的协作机制，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共建
合作，大力营造“廉荣贪耻”的良好风
尚，防止了“工程建起来、干部倒下去”
的问题发生，为新区打造精品工程、廉
洁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完善四项制度
构建互惠双赢的协作机制

强化三个结合
完善多管齐下的监督机制

注重宣传教育
筑牢廉洁从业的思想意识

5个好友“图好耍”凑钱搞了个农机合作社

这两天正是农闲时候，旁边籍田街道自勤专业合作社的工作站里，几个人一边吹着大风扇，一边摆
着龙门阵。其中，一位穿着白色T恤的中年人，正是自勤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胡郊文。

不仅仅是粮丰村，周边的好几个村子都有自勤专业合作社流转或托管的农田，现在已经达到了
5000多亩，一个以水稻、油菜、小麦为主的规模化优质粮油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下一步，合作社还将把
规模种植的面积从5000多亩扩大到10000亩，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府粮仓”。

村民不用自己种地 拿到手的钱反而多了

规模要上万亩 合作社引进新鲜血液

制图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