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大部地区

周末雨水渐多

9月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出炉

多部门联动 综合整治花果园

本报讯 昨日，省环保厅发布 2018

年 9 月 9 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监测显示上月我省空气质量较好，

9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都为 100%，其中

安顺市最好。

依据《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技

术规定》，按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排

序，由好到差排名依次为：安顺市、兴义

市、遵义市、都匀市、毕节市、六盘水市、

贵阳市、铜仁市和凯里市。 9�个城市优

良天数比例均为 100%。

（本报记者 杨林国）

31支队伍尽展曼妙舞姿

本报讯 10 月 11 日，全国广场

舞展演活动贵州省级展演在贵州省

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的 31支优秀

广场舞团队齐聚贵阳一展舞姿。

据了解， 此次展演作品以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题的新

创编广场舞作品， 或近年来创编

的优秀广场舞作品。 各地需采取

划片指导、结对帮扶、公益培训等

多种方式， 加大对广场舞展演活

动的指导力度。 展演活动在全省

范围内层层发动，采取县、市、省

逐级展演的方式开展。 吸引了各

地优秀广场舞团队参加， 参与成

员年龄应满 18 周岁，原则上不超

过 65 周岁， 每支团队不少于 24

人，不超过 50 人。

展演从 7 月持续至 10 月，分

为六个阶段： 宣传发动、 县 （市、

区）级展演、市、州级展演、省级展

演、北京集中展演、总结推广阶段，

能广泛发动、鼓励群众参与到省市

县甚至全国的活动中。 来自省直

（文化、体育）和省妇联各 1 支队

伍，仁怀、铜仁、黔南州、六盘水市、

毕节市等的全省各市（州）31 支队

伍参演。

当天的展演中， 充满苗族风情

的《银装苗娘》、 带有彝族风情的

《欢乐的火把》、 展现国粹特色的

《梨园花旦情》、颇具现代感的《爵

士拉丁》、体现改革开放 40 年大变

化的《时代变迁》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

经过精彩的展演， 由组委会评

选出仁怀市盐津街道代表队、 贵州

省文化馆风韵舞蹈队、 兴义市文化

馆尚舞艺术团等 14 支队伍获得贵

州省级展演活动优秀组织奖。 展演

节目中还将评出两支优秀广场舞团

队，参加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

的北京集中展演活动。

（杜立 梁俊鹏 李云云 宋良芳）

筑城清风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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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纪之云岩区城管局：

监守自盗套取国资 2人被处分

“提心吊胆的人生与内心坦荡

的人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理想信念

动摇，法纪意识淡漠，私欲膨胀，在利

益的驱使下逐渐迷失了自己，在错误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一步步滑向

犯罪深渊，现在如梦初醒，却发现自

由已离我远去……” 这是云岩区城

管局工作人员王艳萍、陈昌惠在接受

组织审查期间的深刻反思和忏悔。

案例：

2012年 11月至 2017年 3月，王

艳萍、 陈昌惠分别在担任云岩区城管

局会计、 出纳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伙同他人多次通过虚构财务资料、

虚列支出等方式套取国家资金 1500

余万元，并进行私分。区委巡察组在巡

察工作中发现区城管局存在套取国家

资金的问题后，王艳萍、陈昌惠伙同他

人对区城管局部分财务凭证进行篡

改、销毁。 2017年 6月，王艳萍、陈昌

惠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二

人涉嫌违法问题、 线索及所涉款项已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执纪者说：

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

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理

想信念一旦丧失， 对党纪国法就

会没有敬畏之心， 权力观就会发

生严重扭曲， 就会走上违纪违法

的道路。

王艳萍、 陈昌惠二人作为国家

工作人员本该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工

作， 却在面对各种利益诱惑时丧失

了理想信念， 在贪欲的驱使下放纵

自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最终因

贪欲膨胀，收不住脚、刹不住车，滑

落到犯罪的深渊。

案例启示：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

守党的章程， 拥护党的纲领……”

这是每位中国共产党员入党时的

誓词，也是我们的初心。 入党誓词

虽然只有几句话 80 个字， 但它既

概括了我们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

也概括了党员对党组织和党的事

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 共产党不是

谋利的工具，也不是护身符，而是

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先

进的代名词，每个共产党员不能把

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要时刻绷

紧纪律这根弦，时时刻刻用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

王艳萍、陈昌惠作为单位的财

务人员， 本应是单位资金安全的

“守门人” ， 是单位干部职工合法

规范使用资金的“审核者” ，应该

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和相关财经制

度。 但他们却热衷于钻空子、造假

账、监守自盗，最终在贪欲的支配

下违纪违法， 其教训是深刻的，代

价是惨痛的。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 欲如

水，不遏则滔天” 。 古人留下这样的

告诫就是为了警醒人们面对权力、

金钱、物质的诱惑时要守住底线，不

要被欲望遮盖了双眼， 让腐败侵蚀

了思想。

作为党员干部遵守党的纪律是

最基本的要求， 党员守住了党纪底

线，就不至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各级党委党组织要切实担起全面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要加强警示教

育，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对从事会

计、出纳这种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

要加强对他们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法

制观念教育， 提高从业人员职业道

德，增强法制观念；要加强财务监管

力度。 各单位要提高对财务监管的

认识， 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动和引导

单位干部职工自觉执行财政纪律和

相关法规；要落实财务公开制度，促

使财务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条例原文：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

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 失职渎

职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

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对抗组织审查，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

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

据的；（二）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

供证据材料的；（三）包庇同案人员

的；（四） 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

盖事实的；（五）由其他对抗组织审

查行为的。

全国广场舞展演活动贵州省级展演昨日举行———

本报讯 10 月 10 日，南明区再

次组织多部门对花果园区域开展综

合整治行动， 清理住改商、 噪声扰

民、违规停车等现象。

当日，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查经营户 40户，对 5户住改商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要求停止经营

活动； 对 5户餐饮业存在垃圾桶未

及时加盖、 从业工作未穿戴工作衣

帽、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未及时更新

等经营不规范的经营户进行现场指

导和规范， 并要求其到分局接受进

一步的调查处理。 区文广局共检查

娱乐场所 8家，停业整改 1家，并进

行噪音防治警示教育， 整改消防安

全隐患 5处。 交警部门处罚 5起，违

停抄告 67起。

本次行动中， 城管部门取缔

占道经营 33 起；规范门面延伸 98

起；规范商家宣传 12 起；收扣落

地广告牌 38 起；拆除违规户外广

告 6 块； 拆除违规搭建帐篷 24

起；清理占道废弃物 8 起；取缔露

天烧烤 53 起； 暂扣物品 240 余

件；出动车辆 12 台。 公安部门劝

导围观群众 80 余人，告诫阻碍执

法人员 3 人。

（商昌斌 王杰 许巧英 申旭旺）

本报讯 据省气象台预计， 由于

静止锋西推减弱，12 日我省大部分

地区天气晴好，只有西部夜间会有零

星小雨。 但好天气持续时间不长，13

日后静止锋再度活跃，周末我省大部

地区雨水将渐多，东部南部将达大雨

量级。

具体预报为:11 日夜间到 12 日

白天，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州等地阴

天间多云有零星小雨， 其余地区多云

间阴天。 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遵

义、铜仁、贵阳等地阴天有小到中雨，

个别乡镇有大雨， 其余地区阴天间短

时多云有阵雨。 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

天，毕节、六盘水等地阴天间多云转阵

雨，其余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中东部

局地有大雨。

贵阳市 12 日白天阳光依旧，夜间

开始降雨降温。 具体预报为:11 日夜

间到 12 日白天， 多云到阴天， 气温

10—19℃；12 日夜间到 13 日白天，阴

天转小雨，10—15℃；13 日夜间到 14

日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 10—14℃。

天空放晴，雾也十分明显。对于交

通有一定影响， 司机朋友要特别注意

防范。 据省气象台预测，11 日夜间到

12 日早晨， 中部以北以东地区大雾，

能见度较低，请谨慎驾驶。 13—14日，

东部、南部局地大雨，西部有雨雾，请

注意防范。 （本报记者 张晨）

本报讯 昨日，“天翼杯” 第 13 届

新闻媒体 VS 贵州电信围棋对抗赛在

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落下帷幕，来

自我省各大新闻媒体和中国电信贵州

公司的 20 多名棋手进行了两轮 21 局

较量， 最终新闻队以 11 比 10 险胜电

信队，夺得比赛优胜。 比赛期间，赛事

主办方还组织了书画名家现场创作，

成为琴棋书画艺术汇聚的精彩活动。

该项赛事已连续举办 13届， 成为

贵阳地区传统的围棋赛事之一，吸引了

媒体和电信行业众多围棋爱好者的积

极关注和参与。 双方实力相当竞争激

烈，电信队目前以总比分 7比 6领先。

（本报记者）

“天翼杯”围棋赛

新闻队险胜电信队

九个中心城市

安顺空气最好

据省气象台预计

展现国粹特色的梨园花旦队

执法人员正在对商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