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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优质之水
服诚信之务

要闻·速递

2018
“咸马”
举行赛事新闻发布会

11月 11日，我们不见不散！
本报讯（记者 庞赟）昨日上午，
我市举办健康中国马拉松系列赛
2018 金盛兰杯咸宁国际温泉马拉松
新闻发布会暨总冠名签约仪式。
据了解，自 2018“咸马”开启报
名以来，半程马拉松项目 3000 个名
额已经超出了近百人，全程马拉松项
目已报名 1487 人，剩余约 500 个名
额，微型马拉松的团队报名已正在紧
张进行，预计将会超出 2000 余人。
对比往届，今年的“咸马”更加注
重赛事人性化的打造，有五大板块的
全新升级：赛事特别加入由中国田径

协会、人民网共同发起的“健康中国
马拉松系列赛”；赛事将由湖北电视
台进行全程直播；拟采用专业医疗构
型直升机，机舱内配备呼吸机、吸痰
器、注射泵、除颤仪、脊柱板等医疗设
施；赛道重新规划设计，增加城区路
段，减少郊区路段，让跑友获得更多
关注和喝彩；对所有选手赠送黄鹤楼
陈香酒，对全马和半马选手赠送温泉
洗浴券，还增加提供跑友个人完赛视
频免费下载、冰敷泡脚、赛后品尝鸡
汤，以及表白、求婚浪漫形式的打造，
第一名给最后一名颁奖的温情演绎

等。赛事还向社会招募 100 名志愿
者，为跑友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
同时，运营团队引入种类丰富，
自主人性化的娱乐参与方式，如抖音
短视频大赛、征文大赛、摄影大赛等，
真正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踊跃参与
进来，
实现
“娱”
动大众。
目前，赛事路线设定、赛事视觉系
统、赛事服装设计等工作已经完成，
宣传预热、志愿者招募、竞赛与裁判、
后勤保障等板块工作已全面开启。
11 月 11 日，市人民广场，
“咸马”
赛道，
我们不见不散！

我市城区供水水质接受督察
检测合格率 100%
本报讯（记者周阳 通讯员林立
梁丽）近日，受省住建厅委托，国家城
市供 水水质监测网武汉监测站供水
水质督察组来我市，对城区 20162018 年度供水水质进行 督察，对市
政供水管网水、二次供水水质状况进
行了抽样检测。
督察组先后对王英水厂和潘湾

水厂的出厂水进行了取样，采集了曦
园小区、文笔路、湖北科技学院咸安
校区等六处管网水，并采集了城区
18 处二次供水点水样。 督察组对采
集的 26 个水样进行现场检测，检测
结果显示，所有水样的浑浊度和余氯
（二氧化氯）指标均达相关标准，合
格率达到 100%。

据了解，为确保城区供水安全，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每天对城区
5 个管网点 进行水质监测，检测 6 项
常规指标和 3 项微生物指标，并在市
卫计委网站公开发布。同 时，该公
司每半年做一次水质分析，不定期开
展供水水质现场检测活动，邀请市民
共 同监督城区供水水质。

咸宁市四措并举严控财政投资评审风险
近年来，咸宁市财政局积极构建认
知、立制、流程、监控四位一体风险防控
体系，把严的理念、防的措施、治的要
求，有效渗透到财政投资评审各个环
节，着力打赢财政领域重大风险防控攻
坚战，做好财政高质量发展文章。
强化认知内化，激发自觉。从思想
和业务两个层面解决好认知问题，确保
精神上“补钙”，思想上“除尘”。一是强
化思想教育。雷打不动坚持主题党日、
周五支部集中学习制度，廉政逢事必
说，逢会必讲。二是开展警示教育。定
期讲授廉政党课、观看警示教育片、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做到警钟长鸣。三是
加强业务培训。正视行业流弊，持之以
恒开展风险防范、财务决算、工程造价
等业务培训，让大家懂风险知识，明风
险部位。

强化制度设计，
行有规范。推行
“三
出预算，
纳入项目执行绩效考核范围，
作
改三压”
，
完善财政投资项目申报评审规
为年度部门预算规模的参考依据。
程。一是进改退，压减审批权限。厘清
强 化 内 部 牵 制 ，管 控 风 险 。 严 把
市级财政、项目建设单位、咸宁高新区和 “四关”，提升评审质效。一是资料审核
市属国有企业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职责， 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对提交材料的
取消本级财政预算内投资额在50万元以
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二是中
下、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专项资金和市
介选定关。项目委托评审由小额自选
属国有企业投资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建
调整为抽签确定，由单一科室见证调整
设项目财政预算评审，下放至建设单位
为三个科室共同见证，严格按资质等
办理。二是粗改细，压缩评审流程。对
级、业务能力从中介库随机抽签，确定
符合送审资料要求的建设项目在 1 个工
项目评审中介机构，并全程录像监控。
作日内依规下达委托评审通知，项目预
三是数据对账关。制定《投资评审科
算金额限时办结由 4 档改为 7 档，
综合评 （中心）内部控制操作规程》，实行现场
审效率提升 40%。三是松改紧，压实责
办公、多方对账，杜绝暗箱操作、私下对
任追究。对市级财政预算评审率达±
账。四是结论复核关。项目评审报告
20%的建设项目，
上报市政府备案；
对项
实行“六级复核制”，环环相扣，层层把
目申报不实、预算误差率较高的建设单
关。截至 2018 年上半年，全市共开展
位，根据审减额度直接扣减单位项目支
财 政 评 审 项 目 5286 个 ，评 审 投 资 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重点条文解读
规定建立中国特色的监察官制度
在监察官等级设置上，
将创制具有
中国特色的监察官称谓和等级，
独立于
法官、检察官、警官制度，不照搬照抄。
在监察官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设计
上，会科学设立进退机制。具体有待于
有关机关再制定相关规定。
监察对象全覆盖的具体规定
规定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共
六类）：1、公务员和参公人员。2、法律
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
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3、国有企业管理人员。4、公办的

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
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5、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6、其他
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如何把握上级垂直管理单位公职
人员和省市级单位中的科处级以下公
职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的管辖？
应坚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以分
级负责为主、指定办理为补充的管辖
原则。
省级监察委受理和调查中央驻地
单位厅局级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要
报请中央纪委批准。中央驻地单位厅

局级以下行使或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人
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经与中央主管单
位沟通或向其通报后，
由省级监察委指
定下级监察委办理。
省级单位处以下干部（含处级）以
及其他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人员涉嫌职
务犯罪案件，由省级监察委员会指定下
级监察委员会办理。
市地级监察委员会参照省级监察
委员会对中央驻地单位行使公权力人
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原则，
受理和
调查辖区内省以下垂直管理单位中处
级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上述单位
中的处级以下行使或者委托公权力人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8182111
咸安区交通运输局

投入 900 万元
助力石桥村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金汉柱 成
杰）昨悉，咸安区交通运输局将
投入 900 万元，保持大幕乡石
桥村脱贫后续发展动力。
大幕乡石桥村交通不便，
虽然现有 3.5 米宽通村路，但
破损不堪。虽然地理条件、优
惠政策都不错，但引进的企业
都因道路问题而离开。
为此，咸安区交通运输局
决定，将该村从大幕外环线至
东源村港背组长 9.3 公里的通
村路纳入
“四好农村”示范路来
改扩建。该局负责硬化路面宽
5.5 米，新建桥梁四座，改路 2.8
公里，共约投入 900 万元。目
前已动工建桥两座、改路完成
0.9 公里长土方工程，预计明年
上半年完成该项建设。
此外，该村紧靠白云山旅
游点、东源的樱花观赏点，将办
起采摘园、荷花观赏园、农家乐
园、野生动物园；建起农特产品
以及乡土肉禽定时供应点，以
此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337.18 亿元，审减不合理资金 34.95 亿
元，审减率 10.37%，
。
强 化 执 纪 问 责 ，形 成 闭 环 。 抓 督
查，舞好金箍棒。一是抓日常监管。严
格执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廉政责任
制，对未完成预算评审或项目实施单位
内部审计的项目，不开展招标活动；二
是抓联合反腐。将财政投资评审列入
咸宁市廉政建设“十个全覆盖”内容，建
立与市人大预工委、市纪委党风室、市
招标办联动反腐工作机制。三是抓中
介行为。规范中介取费比例，建立中介
机构惩戒退出机制，对弄虚作假、恶意
串通、转包分包项目评审等严重失信和
违反职业道德的，纳入“黑名单”，1-3 年
内禁止参与政府投资项目的咨询服
务。目前，7 家法律服务机构、18 家会计
师事务机构、11 家拍卖机构、17 家资产
评估机构列入市直中介机构协议服务
库。 （李扬）
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经与驻地单位主
管部门沟通或向其通报后，由市地级监
察委指定下级监察委办理。
市地级单位科技以下干部（含科
级）以及其他受委托行使公权力人员涉
嫌职务犯罪案件，由市地级监察委指定
下级监察委办理。
下级监察委接受指定办理的案件
应当在调查完毕后及时向指定办理的
上级监察委提交调查报告，按规定作出
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