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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召开全区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紧急会

全力保障文物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赵萍）为进一步做好文物安全工

作，严防文物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员财产安全，6 月 6 日，

安居区召开全区文物管理和保护工作紧急会，副区长潘昀出

席会议。

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安居区共登录不可

移动文物点 328 处，其中，省保 2 处、市保 8 处、区保 18 处。为

切实确保文物安全，全区加强了对消防设施、用火、用电管理，

定期开展防火、灭火演练和防火检查，规范防火巡查和夜间巡

查工作。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制定文物安全应急预案，达到早

防范、快反应、控损失的效果。同时加强了对文物安全生产工

作组织领导建设，确保把文物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

效。除此之外，安居区还对区内 28 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

展了实地安全检查，切实确保辖区内文物安全。

潘昀在会上指出，要吸取蓬溪高峰山火灾事故教训，高

度重视全区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紧绷文物安全工作弦。

要完善文物保护机制，进一步提升人防、物防、技防技术，严

防文物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参与文物

保护意识，提升全区文物保护自觉性，助推文物保护工作有

序开展。

安居区工商联

组织爱心企业慰问贫困儿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6 月 5 日下午，区政协副

主席、区工商联主席邹斌携遂宁市旭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佳泰牧业种畜有限公司负责人一行，来到安居一幼看望

慰问了家庭贫困幼儿儿童，并送去慰问金 10000 元。

邹斌一行详细了解了贫困幼儿家中的生活经济来源、生

病治疗费用和孩子的学习情况等，鼓励孩子要好好学习，勇敢

面对困难，乐观面对生活，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邹斌表示 ,将充分发挥工商联的联系作用，呼吁更多的

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加入到扶贫帮困行动中来，关注家庭贫

困儿童，尽最大努力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6 月 6 日，区交通运输局

地方海事处在莲花湖举行客渡船舶交接仪式，将 10 艘技改

的“30 位（Ⅱ型）客渡船舶”交付给当地船主，进一步确保了

库区群众安全出行。

据悉，为扎实做好水上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2014
年，区地方海事处组织安监、船检人员对全区的水运基础设

施及客渡船舶进行了全面安全检查，共排查出多艘因船体老

旧发生安全隐患的船只，为了保障库区群众安全出行，区地

方海事处积极向上争取客渡船舶技改项目，截至目前，10 艘

技改的“30 位（Ⅱ型）客渡船舶”成功交付并投入使用，有效

遏制和防范了辖区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了库区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交接仪式上，区地方海事处还分别与 10 名船主签订安

全管理承诺书，确保他们安全经营，更好地服务库区群众。

“最美安居城，城乡发展催人
奋进”

《祥和安居》MV 拍摄的第一场来到

了位于玉丰镇金龟寺村的七彩明珠五彩

花邬景区。雨后的天空一碧如洗，蜿蜒

的骑行绿道从景区入口处向下延伸，道

路两旁，美丽的格桑花在阳光的照耀下

生机勃勃，青瓦白墙的民居落错有致地

点缀在田园间，隐藏在篱笆后，时间尚

早，村民三三两两漫步绿道上，行走花丛

间，这幅透着闲散舒适的乡村美景图让

刚从车上下来的敖长生看呆了眼。

“这才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无

忧无虑，随心随欲。”离家 20 余载，一步

一步在大都市打拼、安家、落地生根，但

在敖长生的心里，始终怀着对家乡、对田

园割舍不下的深深依恋。“没想到在安居

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心底的归属感。”

敖长生向记者感叹，安居的乡村太美了，

作为遂宁市的“后花园”，其优美的自然

风光仅从玉丰镇的这个小村庄就可窥见

一斑，“房前有瓜、屋后有果，步步皆景、

推窗见绿，果然是名不虚传。”

走到安居城区，敖长生又是另一种

感受，“穿城而过的安居大道，比上海街

头的马路还宽。整个城市干净、整洁，繁

华中透着简单。”沿着安居大道进入东城

的工业集中区，眼前成片的工业厂房让

敖长生惊叹：“没想到，安居居然还藏着

一座‘汽车城’。”

6 月 7 日，MV 在四川江淮汽车有限

公司的车间取景，看着生产线上忙碌的

工人和一辆辆整齐排放的轻卡汽车，敖

长生兴奋不已，他兴致勃勃地和刚下线

的汽车合影留念。当得知江淮汽车落户

安居仅 3 年，去年便已达到 15000 辆的生

产目标，他说，安居的发展催人奋进。“一

个城市想要向前发展，一定要找准产业

定位，特别对安居这个还在起步阶段的

城市来说，依托江淮等龙头企业，坚定走

‘工业强区’的道路，一定会实现大跨越、

大发展。”

“最美安居景，山水田园让人
流连忘返”

除了安居城区，《祥和安居》的 MV 还

先后前往毗卢寺和禅月湖取景拍摄。

说起在毗卢寺的感受，敖长生一连

用了“纯净、安宁、信仰”三个词语来形

容。“走进那座千年古刹，你能感觉到整

个身心都沉静下来，让人肃然起敬，心无

杂念。”

敖长生说，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座

城市最宝贵的财富，而天然的、不受污染

和破坏的自然环境是居住在这里的人民

最富有的资源，安居很幸运，这两样都保

存得很完好。“据我初浅了解，安居有禅

宗文化、书院文化，都是可以追根溯源

的，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和弘扬，对于推动

一座城市的文化传承是很有帮助的，也

是必要的。”

初到禅月湖，那一湾浩渺的湖水深

深地吸引了敖长生。“荡舟湖上，吹着清

凉的风，掬一捧清澈的湖水，这种感觉太

好了。这里是真的可以洗涤一身的疲

惫，让人放松。”敖长生给了禅月湖极高

的评价，“我喜欢水，一个地方只要有了

水，就有了灵气。”

在禅月湖的拍摄持续了一天半，每

天早出晚归，顶着烈日，其实很辛苦，但

是敖长生却觉得，能够在这么一个风景

如画的地方拍 MV，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真想常住这里，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真

正的‘安家山水间，居住百花园’。”

拍摄中，敖长生从摇船的当地居民

口中得知，前几年，禅月湖的水质很差，

特别是到了夏天，湖水发臭，人们都不爱

往湖边来，后来区委区政府下大力气逐

步取消湖中的网箱养鱼，湖水才重新慢

慢清澈起来。“大自然是老天给我们的最

好的礼物，一定要好好爱护，好好利用。”

敖长生听说安居有一江五湖，他建议，如

果能够合理利用，适当开发，到时候别说

拍 MV，拍电影也有人来，发展乡村旅游

大有可为。

“最美安居人，朴实、勤劳、
热情”

说到几天拍摄中最深的感受，敖长

生直言是这里的人。

“安居人勤劳、善良、热情、奋进。”对

于拍摄期间接触到的安居人，敖长生毫

不吝啬赞美之词。作为一部展示安居发

展成果、宣传安居新形象，生动体现安居

儿女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的城市形象主题

曲，《祥和安居》选用了大量本地的群众

演员参与拍摄，其中包括学校的师生、社

区的居民、养老院的老人和田间地头的

农民，简而言之，这是一部由安居人讲述

安居自己的故事的形象宣传片。

“所有的人都非常配合，大家热情非

常高。”敖长生说，从群众演员的表现可

以看出，大家对这首主题曲付出了多少

的努力，就对安居这座家园倾注了多深

的情感。“从与大家的交谈中可以感受得

到，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是真的很幸福。”

敖长生说，第一次接到安居的邀请

是在 3 月初，在随后的 3 个月里，他真切

地感受到了安居区委、区政府的诚意和

想要做好这次城市宣传的决心，“不管是

前期接洽，还是现在拍摄 MV，区委、区政

府都是花了很大力气，做好了后续保障

工作，所以这项工作才会进行得如此顺

利。”敖长生说，安居人这种百折不挠的

魄力让人敬佩，这次合作给了他莫大的

信心，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管是安居需要

他参与城市宣传，或是双方进行教学方

面的交流，他都将全力以赴，为这座让他

深深着迷的城市献一份力、添一抹彩。

（全媒体记者 赵萍）

来电人：陈先生

反映：2016 年一根光缆线掉落在陈

先生田地内，导致其无法耕种。移动、

电信、广电都互相推诿称不是自己的

线，陈先生十分着急。陈先生希望帮助

迁移光缆线。

区经信局：经核实，来电人陈先生

反映情况属实，区经信局已督促电信等

公司，及时处理光缆线掉落问题，电信

公司表示正在处理过程中，请群众耐心

等待；并向陈先生做了解释工作；下一

步，区经信局将继续跟踪该事件情况，

并督促相关公司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好

诉求问题。截至发稿，事件已经处理，

陈先生表示满意。

来电人：王先生

反映：2017 年 4 月 8 日上午 9:30，王

先生致电反映该村的广播每晚都会发

出声音，存在噪音扰民。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解决广播问题。

磨溪镇：经核实，该情况属实，属广

播故障问题。磨溪镇工作人员已于 4 月

11 日到现场查看并处理好故障，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10 电话向来电人询

问处理结果，王先生表示已没有听到噪

音，已处理好了。

来电人：唐女士

反映：唐女士称其购买了 2017 年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由于信息未录入系

统，导致其无法报销医疗费。要求相关

部门核查，及时将其信息录入系统。 经

区人社局：经核实，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已致电唐女士，现已将唐女士参保信息

录入到金保系统数据库中。

美丽的安居城 奋进的安居人
著名军旅男高音歌唱家敖长生的安居印象

编者按：昨（7）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再次起航，据了解，安居区今年共有 3104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区共设安居育才中学
与安居小学两个考点，共 25 个考场。为了让广大考生平稳度过人生中这一重要阶段，安居各部门通力协作，纷纷制定了切实
有效的保障方案，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宁静的考试环境，为高考“保驾护航”。

安居多部门通力合作
集体“护航”高考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让事事有回应

6月 5日，由遂宁本土歌手、著名军旅男高音歌唱
家敖长生作曲并演唱的安居城市形象主题曲《祥和安
居》MV 正式开拍，敖长生本人亲自来到安居参与录
制。经过2天的“亲密接触”，他对“安家山水间，居住
百花园”有了直观而深切的感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一年

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为给广大考生营

造良好、稳定的备考环境，连日来，区交

警大队紧密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采

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强化校园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

针对辖区部分考点周边交通流量

大、通行不畅等突出问题，大队提前安

排警力对学校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

违法占道摊点等影响交通安全的违法

行为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在辖区范围内

迅速营造出了严管严治氛围。同时，大

队还专门安排民警走访了辖区内各学

校周边的施工单位，责成各施工单位要

科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最大限度地减

少工程施工对高考期间交通安全的影

响，切实为学生们铺就一条安全、有序、

畅通的高考之路。

本报讯（见 习 记 者 王遂）为保障

2017 年高考期间食品药品安全，近日，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采取地毯式执

法检查、进驻学校监督等措施，为即将

迎战 2017 年高考的学生架起食品安全

保障网络。

从 6 月开始，区食药监局加大巡查

频次，对考点学校食堂、医务室及周边

餐饮单位、药店、诊所进行了巡回不间

断、地毯式的全面执法检查，重点检查

餐饮服务单位许可资质、环境卫生、持

证上岗、食品原料采购、储存、加工、食

品添加剂“五专”管理、进货台账和索证

索票、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

针对考点附近的药店检查各类药品储

存环境是否符合条件、药品是否在保质

期内、一次性使用输注器是否符合无菌

标准等，并要求考点附近的药店和医疗

机构高考期间药师在岗，指导考生合理

安全用药。

同时，区食药监局还成立了餐饮食

品安全保障的驻点监督小组和督导巡

查组，对考点学校实行全程监督，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整理考生及

家长反映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问题。

遇突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将

做到及时有效处置。

截至目前，该局已出动执法人员

136 人次，检查各类餐饮单位 289 家，检

查涉药械单位 5 家，全面保障了全区食

品药品安全，为考生营造了良好的生活

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一年

一度的高考来临，为落实高考期间的

卫生保障工作，日前，区卫生执法监督

大队对安居育才中学和安居小学 2 个

考点进行了考前的专项卫生监督检

查。

据了解，此次卫生监督检查主要

对学校是否建立高考卫生保障工作制

度、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是

否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和病假登记等

传染病防控制度；考室的通风、采光、

照明、微小气候是否符合卫生规范要

求；空调过滤网、电扇是否定期清洗和

消毒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

同时，区卫监大队还对安居城区

鑫宇自来水厂进行了严格的监督指

导，严防饮用水污染事件及传染病疫

情的发生；对高考考点周边住宿场所

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持证亮证、公共

用品用具的消毒保洁、客房卫生、通风

换气及禁烟等情况进行了重点监督，

此次监督检查及时消除了卫生安全隐

患，以保障全区 2017 年高考顺利圆满

举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赵萍） 6 月

5 日晚，区城管分局与区环保分局的执

法人员先后前往城区锦兴街、锦绣街、

中央商城、二十四米街、头陀寺广场等

地，对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采用其他

发生高噪声的方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的商家进行了劝阻。

据了解，为给全体考生营造一个

安静、和谐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从

进入 6 月开始，安居区公安分局、城管执

法分局、环境保护局便联合发布“禁噪

令”，安居区全面开启“禁噪模式”，要求

全区所有施工工地、娱乐场所、烧烤夜

市等场所全面禁噪。6 月 6-8 日高考期

间，区城管分局和区环保分局进一步加

大对环境噪声的监管力度，按照规定，

将城区划分为三个片区，安排执法人员

进行 24 小时监控，特别是针对城区内烧

烤摊、夜市、工地等大音响、高噪音环境

进行大力督查，严格执行城市建成区的

建筑施工单位全天禁止施工、餐饮业及

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全面停止营业的

规定，严禁噪音扰民，确保高考期间考

生拥有安静的学习环境。

区城管分局、环保分局

开启高考“禁噪”模式

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

护航考生卫生安全

区食药监局

驻点监察确保食品安全

区交警大队

为考生铺就畅通路

10艘技改客渡船舶投入使用

安居区
老井整治规范试点工程成效显著

本报讯 (陈刚 全媒体记者 赵萍）近日，市水务局专家

组深入安居考察老井整治规范试点工程项目，对安居老井整

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将安居区老井整治成果总结为“美

观大方型、适用型（周边排水沟）、适用型（部分排水沟）、斜

坡型、无排水沟型”五种形式，在全市广泛推广。

据了解，作为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工程形象的规范补充，

今年，安居区水务局率先在磨溪镇喜华村、文星村推进老井

整治规范试点工程，对过去的老井进行“封台打印”，取得一

定成效。下一步，安居区水务局将筹集资金对贫困村所有老

井建造井台、井盖；在 2017 年易地搬迁饮水安全项目实施过

程中，对所打出的 13 口大井 456 口分散供水井，同步建造井

台、井盖等附属设施，以达到水质合格、美观大方、经济适

用、使用安全的良好效果。

（紧接 01 版）还满足了村民们培训、会议、活动等各种需

求。以前群众在家看电视、打麻将、玩手机，亲戚朋友间缺

乏交流，现在活动多了，常到村委会或文化广场转转，真正

把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成了群众最想来最愿来的地方。

近年来，安居区把加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作为巩固

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强化村级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服务

功能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去年以来，安居区紧紧围绕

打造“决策议事、便民服务、学习培训、综合管理、文体活动”

的“五位一体”综合服务中心要求，整合区、乡和部门资源，

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全力打造集党建、文化、计生、卫生、治

安和远程教育功能为一体的村级活动阵地，积极探索发挥作

用的有效途径。安居区在市财政大力支持下，按照财政奖补

一点、乡镇（街道）投入一点、村（社区）自筹一点“三个一点”

的方式，由区财政对新建活动场所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不

足部分由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自筹资金解决等方式筹

措资金，近两年来新建和改扩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144 个，

有力地加快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步伐，实现了全区 472
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全覆盖。

让“基层堡垒”迸发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