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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涉

及的安全生产工作点多面广，所肩负

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重大。请您介绍

一下当前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的安

全生产形势。

姜国全：近年来，我局以党的十

八大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

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认真执

行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底线

思维，不断增强红线意识，严格按照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

求，立足本职、开拓创新、强化监管，全

面落实“两个责任”，不断规范建设行

业安全生产秩序，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全市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没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可控。

为了确保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的安全生产稳定向好，我局不断健全

监管体系，为安全生产工作提供组织

保障；加大安全生产检查频次和力

度，打好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攻坚战，

及时发现消除了安全生产隐患，为行业

发展提供良好安全生产环境；开展暗访

督查，把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压力向下

级部门和基层传递，为基层安全生产工

作戴上“紧箍”，共同增强安全生产意

识，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减少事故

发生；深化打非治违，严厉打击建筑施

工和城镇燃气领域的安全生产非法违

法行为，为行业安全生产提供规范秩

序；推进标准化建设，为企业安全生产

树立标杆；强化教育培训，为广大从业

人员提供生命安全保障；严查生产安全

事故，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法律威

慑力。

记者：下一步市住建局还将采取

哪些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姜国全：下一步，我局将采取更

为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进一步健全安

全生产监管的长效机制，强化企业安

全生产监管，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向好。

一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将

严厉查处法定建设手续不完备，擅自

从事施工活动的行为。严厉查处建筑

施工企业、施工人员无证照进行施工

活动的行为。严厉查处拒不执行政府

有关部门下达的停工整改通知的行

为。对违法违规造成人员伤亡的，以

及有瞒报事故、事故逃逸等恶劣情节

的，将依法从重处罚。对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不力的地方政府及部门，将严

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将认真

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将工程质量

安全作为建筑市场资质资格动态监管

的重要内容。强化建筑市场准入管

理，在企业资质审批、项目施工许可

等环节上严格把关，将安全生产条件

作为一项重要的审核指标。加大市场

清除力度，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

企业坚决取消市场准入资格。对随意

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存在违法分包、

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追究项

目建设方、承包方等各方责任。

三是严肃查处生产安全事故。将

依法严格事故查处，按照“四不放过”

的原则，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企业的

资质和责任人员的执业资格的处罚力

度。对发生事故的企业及其负责人向

社会公告，进行通报批评。

四是加强安全监管队伍建设。将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配备

满足工作需要的人员，加强对监督执法

人员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业务能力的

教育培训，切实提高监督执法人员的服

务意识和依法监督的行政管理水平。

五是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充分

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大力宣传建筑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以及安

全生产工作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对忽

视建筑安全生产，导致事故发生的企

业和人员，将予以曝光。鼓励企业职

工监督举报各类安全隐患，对举报者

予以奖励。将进一步畅通社会监督渠

道，设立举报箱、公开举报电话，接受

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将加大对安全

生产的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共同重

视建筑安全生产的局面。

安全生产责任重大，我局全体干

部职工将深入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

价”这一重要指示精神，紧密团结在

市委、市政府周围，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十一次党代会

和市委七届二次全会精神，开拓进

取，扎实工作，认真完成好安全生产

的各项工作，为建设绿色经济强市贡

献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持之以恒抓安全为建设绿色经济强市贡献力量
——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国全

为进一步推动遂宁钢琴艺术教

育教学水平，为广大师生家长们拓展

艺术视野、提升艺术表达，同时也为

大家提供更为上乘、更为广阔的交流

平台，7 月 1 日上午，市教育局、市文

化馆主办，遂宁卓同教育承办，集思

教育、天缘文化、天籁琴行协办了此

次艺术盛会。从筹备策划到活动结

束历时仅短短 5 天，但慕名而来的重

庆、南充、遂宁各区县的钢琴教师、学

生、家长朋友以及钢琴爱好者们却比

预想的人数整整多了 1 倍，座无虚席

的卓同大厅也处处洋溢着喜庆与祥

和气氛。

本次交流会学校也特别邀请了

谢明的父亲谢文春、母亲陈桂平以及

谢明的启蒙教师——遂宁知名钢琴

教师梁志先生来到活动现场。遂宁

卓同国际学校校长陈胜，遂宁市教育

局音乐学科兼职教研员、卓同教育艺

术部副校长胡晓琴，市文广新局公共

文化科科长邓先勇，市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唐祥丽，市文化馆音乐干部刘浪

丫，集思教育、天缘文化董事长陆小

沐，遂宁天籁琴行总经理邓勇等嘉宾

出席了本次活动。

卓同师生与大师面对面
交流艺术

首先，遂宁卓同国际学校陈胜校

长为本次活动致辞，他对谢明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通过本次活

动能让更多人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接下来，谢明以一曲《蓝色多瑙河》答

谢现场的各位朋友，并拉开了本次交

流会的序幕。

交流会上，谢明分享了自己的学

琴经历以及当前国外钢琴的发展动

态。面对钢琴爱好者，谢明建议大家

要多听音乐，多看音乐视频，有机会

尽量多去听听音乐会，感受现场的氛

围。针对音乐特别感兴趣而且在钢

琴学习过程中特别有潜质的小朋友，

他建议家长也可以把孩子往专业方

向“引”，陪孩子勤加练习，有条件的

可以去国外参加一些艺术类的夏令

营和音乐节等活动。同时，在钢琴普

及教学时，他也对钢琴老师和家长们

说：“钢琴教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老师要根据经验，建立自己的教学体

系和方法，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寻

求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真正做

到因材施教。”

现场，谢明特地为遂宁市推送参

加全省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技能大

赛的安居育才教师李媛媛、张帆和射

洪太和二小谢波老师进行了现场指

导。随后，由遂宁中小学“美育之星”

才艺大赛钢琴评委组推荐、来自遂宁

中学的同学王紫竹也为大家带来了

一曲《贝多芬奏鸣曲》，进一步营造了

现场钢琴艺术交流的浓郁氛围。

为了让更多的小朋友零距离感

受与大师面对面的艺术交流，组委会

现场抽取了几位幸运琴童到台上与

谢明老师进行互动交流，接受他的专

业指导。一个个琴童陆续走上舞台，

演绎属于他们的精彩。谢明老师也

全程仔细观察同学的演奏姿势，认真

聆听演奏效果，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并

现场亲自示范如何纠正，引导学生在

演奏中如何才能更加完美的去表现

作品的意境和情感。

最后，谢明再次以一首经典曲目

《魔王》让观众更加真切的领略了他

专业娴熟的演奏技巧及细腻专业的

艺术修养，活动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中顺利圆满的落下了帷幕。

“百家讲坛”形成特色大
德育课程

艺术教育如同一把开启人类心

智与情感大门的钥匙，在塑造人类

超越自我、超越功利、超越自然的崇

高精神境界的同时，也孕育着人们

真、善、美的追求。遂宁卓同国际学

校 设 计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艺 术 教 育 活

动，如每年举办校园艺术节，开展心

连心大合唱比赛、书法摄影大赛、招

贴画大赛、表播编学生才艺表演大

赛、“民歌、民舞、民乐”大赛、校园

“十佳歌手”大赛、校园生活短剧比

赛、服装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礼仪表

演、歌舞汇演、个人才艺展示、朗诵

合 唱 、“ 吉 他 、钢 琴 、小 提 琴 、爵 士

鼓”器乐比赛、“CCTV 杯”学生风采

大赛等。

卓同国际学校高中部开设了“百

家讲坛”课，在校外广泛聘请商界、政

界、艺术界、教育界、医学界的知名人

士，到学校给学生开讲座，让学生能

从知名人士、成功人士身上汲取营

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以此构成卓

同高中的大德育课程。

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力度大，自主

招生和常规高考也面临重新洗牌，一

定要培养学生真正的素养和能力，不

能再死揪住书本和习题、分数不放，

要二者并重，注重学科特长和创新潜

质的双重塑造。

据悉，卓同教育集团“百家讲坛”

规划了十大课程。分别涉及到以下

版块：1.青少年卓越口才。2.文学创

作 与 诗 意 人 生 。 3. 青 少 年 礼 仪 讲

座。 4.情商与未来竞争力。 5.知名

企业家谈创业。 6.国学大讲堂。 7.
中医与养生。8.时政论坛。9.高考制

度改革与我们的准备。10.走进中外

著名大学。

（全媒体记者 廖媛媛）

金榜题“明”荣归遂宁 感恩精彩尽在卓同
卓同教育集团百家讲坛之二十四讲——青年钢琴演奏家谢明交流会

谢明，国际乐坛上冉冉升起的新

生代青年钢琴家，遂宁籍，自幼学习

钢琴，曾代表四川省参加第三届全国

青少年钢琴比赛获银奖及中国作品最

佳演奏奖 ，第四届斯坦威全国青少年

钢琴比赛西部赛区专业 C 组第一名 ，

第四届斯坦威全国青少年钢琴比赛北

京总决赛专业 C 组第三名，2011 年考

入世界顶级的美国纽约茱莉亚音乐学

院深造，同年获美国田纳西国际钢琴

比赛第一名，2016 年获澳大利亚悉尼

国际钢琴比赛三项大奖,同年 10 月获

巴拿马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近年

来，谢明的钢琴音乐会涵盖了北美、南

美、欧洲、澳洲的各大城市，所到之处

均受到国外乐迷们的热烈欢迎，是国

际乐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西部遂宁荷香流韵，观音故里琴声悠扬。在这姹紫嫣红、绚丽多姿的夏日里，巴拿马国际钢琴大
赛第一名获得者——谢明钢琴艺术交流活动在遂宁卓同国际学校卓同大厅隆重举行。

现场幸运琴童到台上接受

谢明的专业指导

师生与谢明合影

谢明现场以一曲《蓝色多

瑙河》答谢现场

谢明指导安居育才教师李媛媛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