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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动
形成强大合力

3 月 1 日前后，安岳县相继召开县
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专题学习会，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
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研究出台贯彻落
实意见。

3月6日，印发《安岳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总体要求、
总体目标、实施步骤、年度目标、工作重
点、推进措施。

6 月 22 日、8 月 22 日，召开两次专
项斗争推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小
组会议精神，对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今年 1月以来，安岳县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指示精神，将专项斗争作为“一号工
程”，周密安排部署，专题督导检查，层
层传导压力，推动专项斗争顺利开展。

安岳县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任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明确乡镇党委、政府和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同志为

直接责任人。抽选纪委监委、组织、法
院、检察院、公安、司法部门 6名业务骨
干充实县扫黑办力量，县扫黑办迅即实
现实战化、实体化运转。全县成立综合
协调、案件侦办、执纪执法、基层建设、
舆论引导 5个专项工作小组，全县上下
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

加大宣传
营造浓厚氛围

“黑恶必除，除恶务尽”“重拳出击
严打黑恶势力”……如今，无论是在安
岳县社区、镇村，还是在院落、楼宇，都
可以看见类似的横幅、标语、宣传栏。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人参与的社会氛
围在该县已初步形成，起到了惩治黑
恶、震慑犯罪、扩大影响、鼓舞群众的作
用。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类
似这样的宣传动员频频出现在安岳县
的繁华闹市、偏远乡镇，宣传活动提高
了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
和参与度，激发了全民参与的积极性。
该县坚持走群众路线，集约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资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各乡镇、部门不断创新宣传方
式，通过设置展板、悬挂宣传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等，深入村、社区上门入户进
行常态化宣传。

截至目前，安岳县印发了《安岳县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方
案》，制发张贴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通告、奖励办法 10万余份，制作举
报信箱 1000 余个、专题报道 6期，发布
微信微博 68条，发送短信近 100 万条。
乡镇、部门召开动员会、职工会、村民会
1000 余场次，悬挂标语横幅 1 万余幅，
利用 LED 不间断滚动宣传，发放资料
20万余份。大宣传营造了全社会对黑
恶势力同仇敌忾的浓厚氛围。

重拳出击
打击黑恶势力

8月24日，安岳县人民法院对唐某
某、王某某等为首的恶势力集团公开审
理，并于 9 月 5 日宣判，依法判处唐某
某、王某某等3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和追缴违法所得。

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
区、行业、领域，安岳县把打击锋芒对准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

确保打准、打狠、打出声威和实效。
截至目前，该县共立“九类”涉黑涉

恶案件35起，抓获涉黑涉恶人员99人，
已立案涉黑案件 1件、起诉恶势力集团
1 个，正在加紧侦办恶势力集团案件 2
件、恶势力团伙案件 1 件，涉及村（组）
干部违法犯罪案件2件。

安岳县纪检监察与政法部门将扫
黑除恶与反腐“拍蝇”、基层组织建设同
步推进、双管齐下，严查快处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行为，先后党纪立案7件7人，
结案 4件，给予党纪处分 4人。冲着问
题“督”，针对问题“导”，扫黑办、综治办
会同纪委监委、组织部门，两次联合督
导重点乡镇、重点部门工作推进落实情
况，对重视程度、工作成效、工作措施、
群众知晓率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乡镇和
部门进行了通报批评和约谈，并要求限
期整改到位。

侦破各类侵财类案件 400余件，抓
获犯罪嫌疑人 100 余人，追赃挽损 300
余万元；抓获网上逃犯 56人；受理治安
案件 1103 件，查处违法人员 893 人，挂
牌整治治安乱点 14 个……如今，安岳
县正以“黑恶不除誓不收兵”的魄力和
决心，用一个个实际战果向党和人民交
出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扫黑除恶保平安

利剑高悬，重磅出击。
撒天网、出重拳、涤黑恶、清污垢……一场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正在安岳县
轰轰烈烈展开。安岳县各级各部门集中力量，全力以赴，正以饱满的精神状

态，积极投身于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

□ 许长江

铁腕扫黑 重拳除恶
——安岳县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近年来，市
发改委积极作为、多措并举，助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减轻用户电费
负担，使全市城乡居民每年减少电费
支出 8934 万元以上，企业用电年平均
降低成本 6000 万元以上。

加大电力价格改革力度，通过实
施多次下调电价，地方电网与大网同
价，降低、停征基金，推行输配电价改
革，不断完善直购电政策，改进两部制

电价管理，降低丰枯电价浮动比例，实
行富余电优惠等措施，使大工业用电
每 千 瓦 时 直 接 降 价 0.0468 元 ，降 幅
7.6%；一般工商业用电每千瓦时直接
降价 0.135元，降幅 17%。近年来，累计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2.3亿元以上。

我市地方电网是国家电网的趸售
电企业，由于电力体制和过去电价政
策的原因，一直以来电价都高于大网
电价，既增加了群众负担，又影响了

地方经济发展。为此，我市将实施城
乡居民用电与大网同价（简称“同网
同价”）列入为民办实事的主要内容
之一。市发改委抓住省发改委在省
内县（市、区）试点“同网同价”的契
机，向相关部门争取支持，请相关部
门调研重视，并做好基础工作，积极
配合相关部门到县（区）进行城乡用
电“同网同价”检查、测算工作，牵头
协调督促工作进展，解决有关具体问

题，推动“同网同价”工作。通过不断
努力，率先在省内实现居民用电“同
网同价”。城市居民电价每度平均降
低 0.0654 元，降幅 10.8%，每户年均减
少电费支出 118 元；农村居民电价每
度平均降低 0.1369 元，降幅 20.7%，每
户年均减少电费支出 131 元；非居民

（即工业、商业）用电价格也基本和大
网一致，大大减轻了用户电费负担，
从根本上缓解了电价矛盾。

本报讯（贺集林 解妮兰）10月 19
日，市政协组织特邀界别政协委员视
察全市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
作。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副主席张光
禄等 17 名政协委员参加视察活动。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俊陪同视察。

视察人员实地察看了市中级人
民法院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智
慧法院建设等情况，观看了宣传片，
听取了全市法院系统推进“基本解决
执行难”工作的情况通报。

座谈会上，委员们围绕视察主
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提出了
工作建议：一是发挥好全市执行联
席会议的协调联动作用，39 个成员
单位和特邀单位应切实加强协作配
合，增强主动性，提高参与度。二是
抓好《加快建设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落地落
实，更加细化并严格执行限制措施，

让被执行人“一旦失信，处处受限”
成为常态。三是深入开展社会法治
尤其是执行工作的宣传教育，提升
社会法治素养和信用意识，汇聚群
众理解支持、共同参与执行工作的
强大合力。四是妥善处理好案件执
行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根据企业生
存能力分类采取措施，避免“杀鸡取
卵”，坚持“放水养鱼”。

陈莉萍指出，全市法院系统在
“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站位高、
措施多、成效显著，多项工作在全
省乃至全国都走在前列。希望在
下一步工作中，全市法院系统要持
续深入贯彻落实好市委四届六次
全会精神，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
要求、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效果，全
力以赴打好、打赢“基本解决执行
难”硬仗，为更好地服务环境立市
战略再创佳绩。

目前，位于资阳城
东新区的四川环境职
业技术学院校舍等主
体已基本完工，正加快
附属设施建设及绿化
工作。

本报记者王勇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
赵文君）生产、销售假药将可能面临
被处以药品货值金额十倍至三十倍
的罚款，不仅要没收违法所得，还将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药品管理法修
正草案 22 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草案全面加大对生产、销售假药、
劣药的处罚力度。

草案拟规定，对于生产、销售假
药的罚款为药品货值金额的两倍以
上、十倍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十倍
以上、三十倍以下；生产、销售劣药的
罚款为药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五倍以上、十
五倍以下。

草案对从事生产、销售假药及
劣药的企业或单位、法定代表人作
出重罚。情节严重的，除罚款外，
还将终身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
活动。草案新增条款，细化并加重
了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
的处分，对于直接责任人等给予记
过、降级、撤职或开除等不同程度
的处分。

草案拟规定，对于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属于假劣药品而为其提供运输、
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行为，不仅
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的收入，还
将处违法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违法收入五倍
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草案还对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
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药物非临床
安全性评价研究机构、药物临床试验
机构等未按照规定实施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等相关规范的行为提出处罚，
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员和直接责任人
员视情节禁止其十年直至终身从事
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药监局局长焦红在作草案
审议的说明时表示，草案围绕实施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和推进审批
制度改革等进行修改，坚持重典治
乱，强化全过程监管，同时改革完善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鼓励药品创新，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我国拟修法
对生产销售假药重罚

市政协特邀界别委员视察全市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

陈莉萍参加

市发改委多举措减轻用户电费负担
全市城乡居民每年减少电费支出8934万元以上

企业用电年平均降低成本6000万元以上

新闻集装箱

多国考古学家成都共论古代文明“朋友圈”
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成都揭幕，来自 13个国家的数百位

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共同讨论古代文
明“朋友圈”。

世界人工林大会将首次在我国举办
第四届世界人工林大会10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这是首次由亚洲国家举办的一次世界人工林大会，会议将以“人工林——
实现绿色发展的途径”为主题，探讨人工林建设问题。

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
产。“盘龙城遗址联合考古项目”联合考古队近日披露，盘龙城发现了大规
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
观点。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