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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公务接待违规饮
酒和超标准问题、违规发放福利问题、违规兼职问题——

区纪委监委启动4项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时间】3―4月
【行动目标】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认真梳理排查在职干部以及离退
休干部在社团、企业等兼职情况，突出
问题导向，坚决做好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完善制度措施，规范审查审批，强
化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追责，切实解决
干部违规兼职和违规取酬等问题。

【治理重点】
1.在职干部以及离退休干部未经批

准在社团违规兼职的；
2.在职干部以及离退休干部在企业

违规兼职的；
3.在职干部以及离退休干部在社

团、企业违规取得兼职报酬的、非正常报

销工作经费取酬的；
4. 干 部 违 规 兼 职 取 酬“ 回 潮 ”现

象，如干部兼职清理后新增的违规兼
职 ，干 部 兼 职 取 酬 清 退 不 到 位 等 问
题。

记者 陈凌通讯员 富纪

记者昨日获悉，为迅速落实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

贯彻区纪委一届四次全会精神，围绕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

建设、公务接待违规饮酒和超标准问题、违规发放福利问题、违规

兼职问题等4项重点问题，区纪委监委正式启动4项专项治理行

动。

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建设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时间】3―6月
【行动目标】围绕党员干部违规插手

工程项目建设开展专项治理，坚持从严从
快查处，通报曝光，形成震慑；加强监督管
理，建立健全完善制度，重点推行工程项
目全过程公开，为全区“三高”发展提供坚
强保证。

【治理重点】
1.党员干部违规插手干预、直接

参与或变相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等行
为；

2.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串标、围标、
转包、非法分包、挂靠资质以及弄虚作
假、工程质量低劣、涉黑涉恶等违法违规
行为；

3.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敷衍、管
理疏忽、监管缺位以及纵容、包庇涉黑涉
恶等行为。

公务接待违规饮酒和超标准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时间】3―4月
【行动目标】紧紧围绕公务接待中存

在的违规饮酒和超标准等突出问题开展
专项治理，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明查
暗访、问责通报、建章立制等措施，进一
步健全公务接待制度，严格公务接待标
准，规范公务接待行为，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治理重点】
2018年以来公务接待中存在的违规

饮酒和超标准等问题:
1.在食堂存放烟酒，在公务接待中

违规饮酒或工作日、值班期间违规饮酒
问题；

2.超标准公务接待，特别是将大额
费用分多次报销、增加人数等弄虚作假

行为；
3.用公款在私人会所、酒行商行等

隐秘场所违规吃喝问题；
4.违规新建、改（扩）建单位食堂，或

者搞豪华装修、配置高档家具和电器，
在食堂搞超标准接待、奢侈浪费等问
题；

5.以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费等名义

虚列公务接待费用等问题；
6.以专项补助的名义冲抵接待费用

等问题；
7.用公款在单位食堂接待亲属和私

人朋友，用公款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私
人宴请费用；

8.公务接待在饭店、农家乐挂账等
问题。

违规发放福利问题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时间】3―4月
【行动目标】紧紧围绕违规发放福利

问题开展专项治理，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
纠、明查暗访、问责通报、建章立制等措
施，进一步健全公务支出制度，严格公务
支出标准，规范津补贴和福利发放行为，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治理重点】
2017 年 10 月以来全区各单位违规

发放津补贴或奖金福利问题:
1.以征地拆迁、森林防火、抗洪抢

险、安保维稳等名义超标准、超范围发放
工作奖金、生活补贴、交通补助、加班费
等，或以明令取消的各类名目继续发放
津补贴或奖金福利问题；

2.超标准超范围缴存住房公积金、
住房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问题；

3.违反规定发放加班费、住夜值班

费和年休假补贴、各类年终奖金等问
题；

4.以参与各种活动（如运动会及其
他各种比赛）名义违规购买服装或超范
围给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购买服装等；

5.以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
卡（加油卡、洗衣券等）、实物等形式违规
发放津补贴和奖金福利等问题；

6.借重大活动、重点工作或者节日

庆祝之机，变相向本单位或其他行政事
业单位干部职工发放现金、有价证券或
者无关实物等问题；

7.违反规定向协助单位或关联企业
转移或套取资金，再由协助单位或关联
企业以各种名目给干部职工发放津补
贴、福利等问题；

8.其他违反规定发放津补贴和奖金
福利等问题。

违规兼职专项治理行动

王怀申/绘

我与“学习强国”的故事

母亲的APP
□盛何钢

“怎么吃完饭又在玩手机？”母亲一边
刷着碗筷一边唠叨起来，仿佛分分钟进入
了“老妈”模式。

“我玩的不是手机，是在看一个叫‘学
习强国’的APP。妈，你不懂的，只有我们
年轻人才弄得懂。”我有点不耐烦，但也希
望母亲能够“知难而退”。母亲果然“偃旗
息鼓”，没有继续深究追问。

“你今天怎么那样跟妈说话啊，年纪
大点就不能知道APP了吗？”回卧室准备
休息时，一旁的老婆用似有责怪的语气
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年人的手机不
就是看看天气预报、接接电话吗？不然也
不叫老年机。”我亮出诡辩思路。老婆似
乎不以为然，也不愿理我。

第二天回家，和往常一样，母亲准备
好了丰盛的晚餐。吃完饭，洗好碗筷，母
亲叫了边上正在看新闻的老婆，两人去了
楼上，神秘兮兮的。不过我早已见多不
怪，这对婆媳胜过母女，倒是我成了外
人。老婆下楼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声：

“妈叫你干吗？”
“你猜？”
“猜不到，难不成把家底给你了？”我

略带讽刺的口吻说。
“算了，告诉你吧，妈让我把旧手机给

她用，还要下个APP。”
“什么APP？年纪大了不会用吧？”
“你怎么说话呢？我会教她的！”老婆

的怒气一下子上来了。
第三天回到家，吃完饭去邻居家串

门。聊着聊着，叶大妈说：“何钢，你妈是
洋气啊，手机APP会用，还会看电视剧。”

“我妈哪里懂啊，可能是随便点开的
视频吧。”

“不是啊，从手机里点进去的，还可以
看新闻，你妈还跟我们说了登月的事，还
有很多最新的国家政策。”

回到家后，我问老婆：“咱妈怎么也会
用APP看新闻、电视剧了？”

“你妈就不能用APP了？再说，你妈
以前在厂里上班时也常看富阳日报的，只
是你不关注而已。”

“妈下了什么APP啊，是你帮忙下的
吗？”

“哈哈哈……你猜？”
“猜不到。”我满脸疑惑。
“你看。”老婆拿出手机给我看“学习

强国”APP。
“哦，看来是想活到老学到老。”我忍

不住感慨了一下。
这时，母亲推门进来，问我们聊什

么。母亲说：“别以为我老了，了解国家大
事老年人也不能落下。这个‘学习强国’，
你们俩要抓紧学，多看一点，这叫工作学
习手机三不误。”

我和老婆相视一笑。

继续征集“我与‘学习强国’的故事 ”
本次征文活动面向全区党员群

众，全年接受投稿，文体不限，题目自
拟，篇幅控制在500字至800字。投稿
要以Word文档格式，文末注明“作者+
联 系 方 式 ”。 投 稿 邮 箱 为
675482180@qq.com。优秀稿件将在富
阳日报、富阳发布、富阳广播电视台等
平台刊发，并向省、市“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推荐。

此外，你也可以向我们推荐身边
的“学习强国”学霸，本报将择优进行
采访报道。推荐热线：63106018。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富阳
中科磁影：

国内重大疾病医疗诊断技术的引领者
【企业名片】

中科磁影是由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
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慈溪生物医学工程研
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吴爱国领衔的技
术团队组建的集产学研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型企业，针对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
大疾病（例如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等）早期诊断的临床需求，通过核心技术
创新，从事早期诊断与靶向治疗的生物
纳米材料医药品的研发与生产。

【创业故事】
去年 9 月，一个以“铁基 MRI T1 造

影剂新药研发”为主题的科研项目在
2018富阳创新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获
得初创组一等奖。

中科磁影专注于MRI T1造影剂项
目及靶向型药物、治疗可视化药物等产
品的研发。其新型超精细铁氧体 MRI
T1造影剂，相对于中国临床上用于早期
诊断重大疾病使用的水溶性含钆 T1 类
MRI 造影剂，安全性更高、对比信号更
强、成本更低，不仅能解决现有造影剂容
易引起肾源性系统纤维化的问题，还能
让诊断更精确，缓解老百姓“看病贵”的
压力。

中科磁影是一支拥有近 50 人的专
业研发团队，拥有生物纳米材料合成实

验室、分析实验室以及生物安全室、细
胞培养室等，实验专用房超过 300 平方
米。2010年，团队研发铁氧体纳米材料
水相法制备技术；2012 年，开始探索铁
氧体水相规模化；2014 年，关键核心技
术——水相制备技术实现突破；2015
年，开始进行动物体内实验；2017年，进
行第三方药效检测……在中科院、地方
政府等帮助下，团队现已突破核心制备
技术及规模化技术，研发了基于“铁元
素”的MRI T1造影剂，包括用于检测恶
性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MRI 正性造
影剂等。

目前，MRI正性造影剂的小试研发
已近完成，在动物身上得到验证，中试生

产线已完成设计。接下来，团队将把重
心落在中试生产的设计改造上。一旦通
过中试，这几种造影剂在国内医药行业
将掀起不小的风潮，并有可能代替传统
造影剂，引领国内重大疾病医疗诊断技
术发展。

除了专心研发，团队近期正在与国
内几家风投公司和医药企业洽谈，希望
有更多的资金注入，让项目可以持续推
进，实现建造产品生产线的目标，为百姓
健康与降低医疗成本作贡献。团队技术
负责人、高级工程师陈天翔希望，通过富
阳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能与更多医药
企业开展合作。

（记者朱柳燕）

系列报道

多家媒体将与四镇联合
推出“先锋体验团”活动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昨日上午，区妇
联组织召开“我在富春山乡有个家”活动
宣传工作对接会议，邀请浙江日报、浙江
之声、钱江晚报、杭州之声、杭州网、腾讯
大浙网、今日头条等媒体记者参加会议。
与会的还有新登、胥口、万市、洞桥四镇妇
联主席以及“味道山乡”小程序开发负责
人。

会上，区妇联主席钟怡媛首先向媒体
朋友介绍了“我在富春山乡有个家”活动的
具体情况，并现场演示如何在“味道山乡”
小程序上参与活动。据悉，四个镇选出来
的500多户代言家庭各有特色，并且做好了
准备，随时欢迎各地客人前来“结亲”。本
次活动最主要的是宣传，要让更多人知道、
了解活动情况，把最具特色的山乡味道展
现出来，以此吸引客人。新登、胥口、万市、
洞桥四镇妇联主席分别介绍了各镇情况，
让媒体朋友能够迅速了解每个镇的特点，
以便更为精准地宣传。

媒体记者就该活动提出了意见建议。
近期，在区妇联统一协调下，各家媒体将与
四镇联合推出“先锋体验团”活动，在全国
范围内征集先锋体验家庭，提前体验富春
山乡的魅力，并形成体验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先锋体
验家庭，提前体验富春山乡魅
力，并形成体验报告

疗休养线路单一、旅游接待脱节等问题将得到解决

今年赴贵州黔东南和湖北恩施疗休养
服务品质将更高 行程安排内容更丰富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郎哨
忠）日前，富阳区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
疗休养定点承接旅行社与贵州黔东南、
湖北恩施两地地接旅行社签订合作协
议，就2019年度疗休养及对口帮扶工作
进行再明确、再细化、再落实。据悉，此
前疗休养线路单一、旅游接待脱节等问
题将得到解决，今年疗休养的服务品质
将更高，行程安排内容将更丰富。

为实现帮扶对象脱贫目标，2018年，
富阳区开展了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赴
贵州黔东南、湖北恩施疗休养。选定富
阳范围内综合实力较强的 11 家旅游企
业作为疗休养工作定点服务单位，全年

共组织富阳机关事业单位赴黔东南疗休
养5000余人次。

为了更好地实施疗休养对口扶贫工
作，在首年度疗休养工作收尾之际，区总
工会、区财政局、区文广旅体局和旅游企
业代表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锦屏县开展结对帮扶活动，通过工作座
谈、实地考察线路等方式，了解疗休养和
对口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

考察人员发现，当年疗休养工作存
在线路安排比较单一、地接导游对当地
资源不熟悉、服务品质不高、旅游接待脱
节等问题。

此次来富的贵州黔东南地接旅行社

和富阳定点承接旅行社举行了座谈会，
就丰富旅游线路、提升服务品质等问题
进行交流探讨。

座谈会上，贵州锦屏文旅集团负责
人林雪梅介绍了针对富阳干部职工疗休
养线路调整情况。为增加赴锦屏疗休养
的仪式感、体验感，锦屏文旅集团在前期
调研的基础上，从当地旅游资源实际、对
口帮扶工作要求和疗休养人员的需求出
发，将“万亩田园采摘”“农产品体验点”
等有利于对口扶贫的项目纳入行程，同
时还加入了“花脸龙狂欢”“苗族团圆宴”

“民族篝火”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体验项
目。“与以往的疗休养行程安排比较，内

容更丰富，也更有玩头，通过吸引其他游
客的参与，更能体现旅游大扶贫的作
用。”林雪梅表示。

富阳组团旅行社就自身关心的线路
选择、酒店接待能力和安全保障等方面
问题与地接旅行社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并就此前疗休养接待中出现的服务品质
参差不齐、酒店搭餐和项目参与度不高
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11家富阳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疗
休养定点承接旅行社与贵州锦屏、湖北
恩施两地 12 家地接旅行社签订合作协
议，就接待行程、服务标准和安全保障等
方面问题达成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