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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在全省率先试点
非税收入委托地税代征直缴入库

叶建春杨洪波指导国家水利风景区创建
赵世勇杨自力等陪同

韩麟带队开展节日安全检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4 月 28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韩麟带领区消防、安监、交运等部门，深入商场、市场、检

测站，开展“五一”节前的安全检查。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夏先侗陪同检查。

在永逸百货商场，韩麟一行查了看商场消防系统设备、消防

通道、电梯运行情况，听取了商场负责人就商场消防安全工作

的汇报。韩麟指出，场商是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至关重

要，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加强消防安全培训，规范企业管理，提高

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确保安全工作落实到位。（下转03版）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罗琳） 4 月 28
日，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副省长杨洪波

登上圣莲岛，就观音湖创建国家水利风景

区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市委书记赵世勇，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吴相洪，副市长邓为，区委书记

曹斌，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区委常委、

区委办主任程康，市、区水务局主要负责

人等陪同调研。

“目前圣莲岛种植了来自 20 多个国

家的 800 多种荷花，31 届全国荷花展正在

积极筹备中。此外，我们的唐家渡闸坝桥

电航工程也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将形成

30 平方公里观音湖水面……”来到圣莲岛

红莲渡码头、圣莲广场、规划展馆和荷花

展览馆，叶建春一行一边参观一边听取介

绍。了解观音湖创建国家水利风景区相

关筹备情况后，叶建春对遂宁市突出水生

态特色、注重绿色水生态发展的做法给予

充分肯定。

据了解，观音湖水利风景区由省水利

厅推荐，已向水利部申报，5 月将接受专

家组考评。景区由过军渡水利枢纽工程、

国家 4A 级景区五彩缤纷湿地公园及江中

岛屿组成，景区北起达成铁路，南至过军

渡水利枢纽工程，西起滨江北路，东止于

松林村小唐家沟，总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达 11 平方公里，是全国罕

见的城市河湖型与湿地型并存的水利风
景区。景区规划以山、水、文、城共生发
展为理念 ,利用涪江荒滩岸线、江中岛屿
打造一条集绿色、生态、文化、经济于一
体的生态走廊，将独具地域特色的观音文
化、荷花文化、三国文化、水文化精巧融
合，突出亲水、戏水、乐水主题。现已建
成过军渡水利枢纽工程、世界荷花博览
园、五彩缤纷湿地公园、莲里蜀风滨江湿
地公园、临仙阁、生态科技体验中心、西
部水上嘉年华、荷塘上院禅意酒店、涪江
画廊、犀牛堤码头、望月廊、映月码头等

景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4
日，区委召开人大工作会，总结工作、分

析形势，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区人大工作。区委书记曹斌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主持会

议。区领导蒲体德、卢赐义、袁旭、夏先

侗、程康、蒋中治、蹇世誉、刘国平、黄钰、

邓建华、洪琼、张甲武、毛金花参会。

曹斌指出，近年来，全区各级党组织

大力支持各级人大组织依法履职行权，

各级人大组织始终坚持和依靠党的领

导，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区委

中心工作，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权，服务发展、履职为民，全区人大工

作呈现出“规范、生动、高效”的良好局

面，有效推进了全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

就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人大

工作，曹斌强调，一要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不断增强做好人大工作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从政治

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

人大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更加自觉地把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坚持好、完善好；二要把握关键、主

动作为，切实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要紧

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大局，把产业升级、

工业强区、脱贫攻坚、城镇优化等重点工

作作为监督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创新监

督方式，不断提升监督的深度和广度，确

保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依法规范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选举任免权。要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加强代表建议

督办，深化拓展双联“人大代表再行动”；

三要加强学习、完善机制，切实加强人大

自身建设。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创新

完善工作机制，提升履职能力水平，强化

人大基层基础工作，全方位提升人大工

作科学化水平；四要加强领导，强化保

障，为人大依法履职创造更好条件。各

级党委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

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切实把根本政

治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把各方面智慧力

量凝聚好、发挥好，为奋力攻坚“五大行

动”、加快推进“三区”建设、决战决胜全

面小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4
日，船山区委召开政协工作会，全面总结

近年来政协各项工作，谋划部署新形势

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的新思

路、新举措。区委书记曹斌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主持会议。

区领导蒲体德、卢赐义、袁旭、夏先侗、程

康、蒋中治、蹇世誉、刘国平、黄钰、邓军、

周昌应、袁学文、任晓敏参会。

曹斌充分肯定了区政协工作。近年

来，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切实履行宪法和政协章程赋予的职责，呈

现出参政议政有见地、民主监督有新意、

团结联系有实效、服务民生有口碑、自身

建设有提升的特点，在推动我区经济和社

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曹斌强调，当前，船山正处在奋力攻

坚“五大行动”、加快推进“三区”建设、决

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做好政协

工作尤为重要。一要增进共识，充分认

识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重大意义。

各级各部门要从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加

强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主动有为地做好政协工作；二要

发挥优势，推动政协在全区工作中展现

新作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

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积极为经济建设

献计献策，为深化改革搞好服务，为“两

重”工作提供支持，深度参与脱贫攻坚，

为推动改革发展献计出力。要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践行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拓

展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机

制，提高协商水平，为创新党内民主实践

提供支持。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大团结

大联合组织的作用，强化政协团结统战

功能，广泛凝聚发展力量，为促进社会和

谐凝聚力量；三要创新机制，进一步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协商民主水平；

四要加强党的领导，为人民政协履职提

供坚强保障。各级党组织要按照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和改进党对政

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依照章程、独立

负责、协调一致地履行职能。区政协要进

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思想理论武

装、发扬求真务实作风、不断提高协商民

主水平。

区委人大工作会强调

牢记使命履职为民
助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区委政协工作会强调

强化履职能力
服务全区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蒋毅）4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许，船山区地税局为永兴镇银鑫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功开具全省首张地税部门代征污水排污费缴款书，

这标志着船山在全省率先启动非税收入委托地税代征

直缴入库试点。

区地税局局长陈永宏介绍，船山区将从 5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非税收入委 托 地 税 代 征 直 缴 入 库 试 点 工

作。首批试点代征的范围为排污费、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收入、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土地出让价款收

入、补缴的土地价款、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防

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等四类 7 项非税收入。在此次

试点工作中，船山区是全国首个对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等其他 6 项非税收入实行地税代征的地区，也是继

湖北和山西之后，全国第三个对排污费实现地税代征

的地区。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参加启动仪式。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魏琴） 4 月 27
日，船山区召开县级领导干部会议，宣布

省委、市委对省人社厅就业训练中心主任

张凯钇到船山挂职的决定。市委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蒋勇出席，区委书记曹斌主持

会议。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宣读了省委、市委关于干部任命

的决定：张凯钇同志挂职担任中共遂宁市

船山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挂职两年。

曹斌代表区委对张凯钇到船山工作

表示热烈欢迎。曹斌指出，省委、市委决

定选派张凯钇同志到船山挂职，是从船山

区领导班子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

发，充分体现了省委、市委对船山各项工

作和干部队伍的高度重视。全区各级领

导干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市委的决定上来，积极支持配合张凯钇同

志的工作。同时，希望张凯钇同志尽快融

入船山、熟悉情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大胆开展工作，把省直部门好的工作经验

和工作作风带到船山，以饱满的热情、务

实的作风、创新的举措，为推动船山区

“加快发展、弯道超车”，奋力攻坚“五大

行动”，加快推进“三区”建设做出努力。

张凯钇表示，将认真学习，扎实苦

干，积极履职尽责，迅速转变角色，融入

船山工作，为建设美丽新船山做出应有的

贡献。

4 月 28 日一早，一大拨白色“高帽子”在

船山区滨江路犀牛文化广场，拉开架势整得

风生火起：哧啦、哧啦、哧啦啦……广场上一

时间菜香四溢。

原来，这是由船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

会、区商务局、区旅游局、区食药局、市饭店

餐饮行业协会主办的“船山区第二届饭店餐

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在这里“美味”举行。

来自市城区、船山区部分乡镇的近 20

家餐饮饭店 40 余名“大厨二厨”和服务精

英，分别参加了热菜、冷菜、中餐摆台、酒水

托盘斟倒等 4 个项目的比赛。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袁

旭介绍，本次饭店餐饮行业职工技能大赛，

是围绕全区“‘两重’一线”重大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人才兴区、创新发展”战略的重

要实践，是船山人民探寻“舌尖上的船山”，

促进美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该项

活动，将挖掘一批具有船山地方特色的美

食，展示船山职工风采，传承弘扬船山工匠

精神，培育一批船山工匠。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摄影报道）（更多内
容见4版）

县级领导干部会议举行
张凯钇挂职区委副书记

船山区第二届餐饮行业职工技能竞赛举行

寻味船山美食 发现船山工匠

我区一季度经济形势
“四稳一快一好”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8 日，记者从船山区

2017 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获悉，一季度，全区经济发

展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农业发展稳、工业增长

稳、消费市场稳、财政金融运行稳、投资增长快、投资促进势

头好，全区基本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目标。其中，我区地区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业增

加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均排名

全市第一。

(下转 03版)

田杰调研我区人社工作时希望

打通“最后一公里”
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7 日，省人社厅副厅长

田杰带队调研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建设。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周鸿，区领导张凯钇、程康、蹇世誉，市、

区人社局主要负责人等陪同调研。区委书记曹斌，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参加调研座谈会。

“为老百姓服务的事项有多少项？每一项的服务指南有

吗？最近办得最多的业务有哪些？”田杰一行先后来到永兴

镇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嘉禾桥社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站，每到一处，都与办事群众、窗口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认

真查看了解场所设置、制度建设、人员配备、业务下沉等工

作开展情况。据悉，近年来，我区着眼为民、便民、利民，着

力解决设施设备落后、办事程序烦琐、服务流程不规范、服

务不到位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紧转 03版)

区政府四届21次常务会召开
研究老城区背街小巷整治等事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8 日上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韩麟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 21 次常务会，学习《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研究《遂宁市老

城区背街小巷基础设施、瓷砖脱落和空调滴水整治工作方

案》等。副区长毛金花参加会议。

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了《遂宁市老城区背街小巷基础设

施、瓷砖脱落和空调滴水整治工作方案》。据了解，今年 4 月

到 7 月，船山区将整治老城区破损道路 60 处，改造管网 96
处，瓷砖脱落治理 85 处，临街空调滴水整治 161 处。会议要

求，要认真研究整治工作的运行模式，把资金用好，用出效

益。牵头单位要认真清理整治点位，避免重复建设，确保整

治工作做细做精。 (下转 03版)

胡家正等调研
新村建设脱贫攻坚工作推进

本报讯（杨雨）4 月 25 日，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欧斯

云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对我区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和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副区长毛金花，区政协副主

席袁学文、周昌应及相关部门人员陪同调研。

近年来，船山区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总体要

求，坚持“镇园结合、产村相融、一体发展”，成立了幸福美丽

新村建设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推进新村建设步伐，全区

幸福美丽新村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止目前，全区累计投

入资金 18.5 亿元，建成幸福美丽新村 72 个；建成东山村、漆

家桥村等新村综合体 4 个；完成新村聚居点建设 32 个；新改

建农村廉租房 260 套；创建省级“四好村”2 个，市级“四好

村”21 个，区级“四好村”23 个。 （下转03版）

曹斌走访慰问一线职工和劳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4 月 28 日上午，区委书记曹

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袁旭，区委常委、区

委办主任程康深入企业和机关单位，走访慰问一线职工和劳

模，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大家辛苦了，五一劳动节到了，向一线的工人师傅们

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来到四维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曹

斌看望慰问了一线职工，对他们在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推动

企业不断壮大中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随后，在四川行盛玻璃幕墙科技有限公司和区水务局，

曹斌一行分别看望慰问了市级劳模向珍庭和省级劳模王建，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紧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