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城清风广角

以案说纪

针对调查中所反应的知晓率

有待提高的问题， 相关部门表示，

将加大对政府“菜篮子” 惠民工程

建设相关政策的宣传，引导市民了

解惠民超市的运行模式、 定价要

求，设立监督电话和意见箱广泛收

集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并在

门牌上体现“贵阳市政府菜篮子惠

民工程” ， 进一步提高市民对政府

在“菜篮子” 惠民工程建设中的认

知度。

为让市民吃上可靠放心的食

品，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肉类食

品的检疫检验和蔬果农残检验，鼓

励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 严把食品

质量关。

不断丰富食品种类， 满足市民

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利用加湿保鲜

设备提升鲜菜、鲜果新鲜度；积极拓

展、尝试推进网络下单、有偿配送等

服务方式， 进一步提升惠民生鲜超

市的服务质量和竞争优势。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 农贸

市场仍将是市民购买鲜活食品的重

要场所。 作为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相关部门将加大对农贸市场

的整顿、管理力度，改变目前农贸市

场建设规划滞后、 设计不尽合理的

现状，加强对农贸市场停车场、消防

卫生设施等配套的提升改造。

昨日， 记者从贵阳市商务局获

悉，截至 9 月 3 日，全市惠民生鲜超

市已建成开业 103 个， 覆盖社区 65

个，社区覆盖率为 67%。

按区县划分，云岩区建成开业

28 个，覆盖社区 20 个；南明区建成

开业 24 个，覆盖社区 10 个；观山湖

区建成开业 16 个， 覆盖社区 9 个；

花溪区 （含经开区） 建成开业 13

个，覆盖社区 9 个；乌当区建成开

业 7 个， 覆盖社区 4 个； 白云区建

成开业 8 个， 覆盖社区 7 个； 清镇

市建成开业 3 个， 覆盖社区 3 个；

修文县建成开业 2 个， 覆盖社区 1

个；开阳县建成开业 1 个，覆盖社

区 1 个； 息烽县建成开业 1 个，覆

盖社区 1 个。

2018 年全市安排建设 77 个惠

民生鲜超市任务（实际 79 个）已全

部完成预选址，其中，经各区、市、县

政府办公会审议批准 62 个，已开工

18 个，已开业 30 个，开工开业总数

48个。其中，云岩区任务 24个，已过

会 18 个，开工 8 个，开业 8 个；南明

区 （含双龙经济区 3 个） 任务 22

个，已过会 19 个，开工 5 个，开业 4

个； 观山湖区任务 5 个， 已过会 4

个，开业 2 个，暂无新开工；花溪区

（含经开区 4 个）任务 14 个，已过

会 11 个，开工 3 个，开业 8 个；乌当

区任务 4 个， 已过会 2 个， 开业 2

个，暂无新开工；白云区任务 3 个，

已过会 3 个，开业 3 个；修文县任务

1 个，已过会 1 个，开业 1 个；开阳

县、息烽县任务各 1 个，均已过会并

开工； 清镇市任务 4 个， 已过会 2

个，开业 2个，差 2个正在选址。

■孙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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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给“菜篮子”工程打分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随机调查显示：近九成市民对实施成效表示满意

贵阳市委、市政府把解决“菜价

贵”问题、保供稳价作为关注民生的

头等大事。 为深入了解市民对贵阳

市“菜篮子” 惠民工程的知晓度和

满意率， 了解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及意见建议， 按照市政府要

求， 国家统计局贵阳调查队近期对

10个区（市、县）市民进行了随机访

问，结果显示市民满意度接近九成。

此次调查涉及 10 个区 （市、

县）农贸市场、惠民生鲜超市，采用

问卷调查方式开展实地、随机调查。

调查网点 32 个， 共有 840 名受访

者。 其中六城区农贸市场、惠民生鲜

超市各两个，每区样本 100 份；三县

一市农贸市场、 惠民生鲜超市各一

个，每地样本各 60份。

受访者男性占 27.34%， 女性占

72.66%。 年龄 18至 25岁占 14.79%，

26 至 35 岁占 23.31%，36 至 45 岁占

24.85%，46 至 50 岁占 13.85%，50 岁

以上占 23.20%。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38.58%，高中（含中专）占 26.63%，

大专占 15.50%， 大学 （本科）占

18.58%，研究生及以上占 0.71%。 被

访者中，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占

10.65%，企业人员占 17.40%，农民及

农民工占 6.63%，商业及服务人员占

12.43%，个体经营者占 16.45%，离退

休人员占 15.50% ， 无业人员占

11.60%，在校学生占 5.09%，其他占

4.26%。

调查显示：41.66%的市民对“菜

篮子”惠民工程有所了解。在 840名

受 访 者 中 ，350 名 市 民 也 就 是

41.66%的市民对“菜篮子” 惠民工

程有所了解，其中：表示非常了解的

占 3.91%，比较了解的占 11.60%，了

解一点的占 26.15%。 不了解的有

490人，占 58.34%。

在有所了解的 350 人中， 近九

成市民对“菜篮子” 惠民工程实施

成效表示满意。 对“菜篮子”惠民工

程实施成效满意率达 89.77%。其中，

表示非常满意的占 15.34%， 比较满

意占 37.50%， 基本满意占 36.93%；

不满意和不清楚的分别占 4.26%和

5.97%。

在对惠民生鲜超市满意度调查

中， 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在惠民生

鲜超市购买鲜活食品。在问及“您一

般情况下在哪里买菜时（限选 1 至

2 项）” ，有 65.09%的受访者选择了

农贸市场，51.83%的受访者选择惠

民生鲜超市， 还有 10.53%的受访者

选择了流动摊贩。 在多个购物场所

的价格对比中，38.11%的市民认为

惠民生鲜超市的鲜活食品价格最

低， 有 28.88%的市民选择了农贸市

场， 还有 22.96%的市民选择了流动

摊贩。

调查显示，84.97%的受访者有

在惠民超市购物的经历，价格实惠、

交通便利和购物环境舒适干净是市

民选择惠民超市购物的三大主要原

因。 其中， 选择价格实惠的占

43.87%，交通便利占 31.89%，环境干

净舒适占 30.64%。 在对惠民生鲜超

市与农贸市场主要食品价格比较

上， 认为蔬菜价格优势较为明显的

达 65.80%， 认为鲜瓜果有价格优势

的达 64.42%， 认为蛋类价格优势明

显的达 59.53%， 认为猪肉有价格优

势的占 59.41%， 认为水产品有价格

优势的占 51.59%， 认为禽肉有价格

优势的占 49.59%， 认为牛肉有价格

优势的占 46.04%。

市场竞争压力下， 惠民生鲜超

市倒逼农贸市场环境改善。 调查结

果显示， 近七成受访者认为近两年

农贸市场购物环境有所改善， 其中

认为明显变好的占 29.82%， 认为稍

有改善的占 38.82%。

调查显示，当问及“菜篮子” 惠

民工程的知晓度时， 不了解的占

58.34%，可见，市民知晓度较低，特

别是对政府在“菜篮子” 惠民工程

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不知晓。

15.03%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

在惠民生鲜超市购买过鲜活食品，

距离太远和消费习惯是主要原因。

在回答“近两年贵阳市鲜活食

品价格是否有变化” 时，43.91%的市

民认为近两年鲜活食品价格有所上

涨，有 36.33%的市民认为变化不大，

仅有 4.26%的市民认为明显下降。当

问及惠民生鲜超市具体要改进哪些

方面时， 有 31.01%的受访者希望进

一步降低水产品鲜活食品价格，如

水产品类等。

调查中， 有 70.77%的受访者认

为在外用餐价格有所上涨，18.70%的

受访者认为保持平稳， 认为有所下

降的仅占 1.07%。 此外，54.44%的受

访者认为在外用餐价格过高， 认为

基本合理的占 28.99%， 还有 15.74%

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楚。（孙维娜）

5.97%

调查来自840个随机受访者

近九成市民表示满意

惠民生鲜超市具有三优势

“菜篮子” 知晓率待提高

“菜篮子”工程满意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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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建设“菜篮子”工程

这些问题待解

全市惠民生鲜超市突破百个

贵州大数据 有了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本报讯 9月 13日上午，国家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 （贵州大数据）正

式揭牌成立。

为高站位、高标准打造大数据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省质监局经调研论

证、研究比选，决定由云上贵州大数

据（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创新基地牵

头承担单位，按照“1+1+N”组织模式

进行筹建。 即 1个承担单位 +1个委

员会 +N个参建单位， 由云上贵州公

司牵头组建创新基地建设发展委员

会，全面负责创新基地领导和管理工

作。委员会下分别建立创新基地相关

创新组织或机构，具体承担技术标准

创新和技术服务工作。

据了解， 创新基地建设期 24个

月， 将于 2019年底接受国家标准委

验收，其间将完成：遵循“政府引导、

政策支撑、市场驱动、企业主体”的可

持续发展市场化运营机制，整合和调

动市场各方资源参与基地建设的构

建运营机制和组织架构；以大数据龙

头骨干企业为核心， 以 “政府大数

据”“大数据开放共享”“物流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为

重点， 打造 14个大数据专业领域委

员分会； 构建围绕大数据标准资源、

标准应用、标准验证评估等服务建立

公共服务平台等三项重点建设任务。

目前，创新基地建设已吸纳了中

电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省

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贵阳朗玛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货车帮科技

有限公司等 32家大数据龙头骨干企

业参与， 将围绕创制一批前瞻性、引

领性的技术标准和培育一批标准创

新型企业的目标，形成一批以技术标

准为纽带、协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的联盟。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单位公车油卡

他给私家车加油

公车改革后，公车私用、违规配

备公务用车等问题得到了有效遏

制， 但有些人又打起了公务加油卡

的主意，有人给自家私家车加油，使

用公务加油卡； 有人和加油站的加

油员勾结，使用公务加油卡套现；有

人跑到加油站内的超市， 使用公务

加油卡购物……“车轮腐败” 隐形、

变异问题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条例原文：《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

处分的问题的;(二）检举同案人或

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或者法

律追究的问题， 经查证属实的；

（三）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

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 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五）

有其它立功表现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第一百条：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

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

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

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

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案例： 鄢怀宏在任开阳县双流

镇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人期

间，负责保管双流镇卫生和计划生育

办公室公车加油卡。鄢怀宏利用职务

之便在办理个人私事时，多次使用单

位公车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共计加油 27

次，涉及金额 4168.38元。 其行为严

重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公务

用车管理规定。 2018年 3月 26日，

鄢怀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涉案资金

已全额退缴双流镇财政所。

执纪者说：自认为手段隐秘，无

人知晓，“揩点油” 不是大事，思想

上出了问题，行动上就会走向歧途，

幸好鄢怀宏还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

大环境高压之下及时觉醒， 悬崖勒

马，主动坦白问题。这件案件警醒我

们，制度不够完善，思想发生偏差，

就容易滋生腐败。 鄢怀宏正是发现

了单位车辆加油审核工作管理上的

漏洞，才萌生了“私车公养” 的念

头， 客观上的管理漏洞加之思想上

的错误认知，导致了该案的发生。

案例启示：公职人员违规使用加

油卡问题，深究原因，一是一些单位党

组织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认识还不到

位，平时疏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

某些党员干部自身也长期疏于对党风

廉政建设新形势、新要求的学习，导致

纪律意识淡薄， 对党纪党规缺乏敬畏

之心， 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打

折扣、搞变通。二是反映出部分单位党

委（党组）主体责任缺失，抓常抓长、

抓紧抓实不到位， 在公务加油卡的监

督管理使用上存在漏洞。

纠正“四风”没有观众席，每个人

都是参与者，各级党委（党组）尤其是

主要负责同志，要对“四风”问题的严

峻性、复杂性保持清醒认识，坚决把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切实抓

好班子、带好队伍。分管领导要认真履

行“一岗双责” ，加强人员教育，健全

管理制度，做好日常监督，确保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让遵章守纪成

为从政的习惯和自觉。

开阳县双流镇一工作人员

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