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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坚守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10

强化监管
严控扬尘污染

“就业服务保障大楼项目已于 7 月

31 日整改完毕，凤凰卫生服务中心项

目已于 8 月 1 日整改完毕。”7 月 28 日，

在记者跟随安居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工作人员对在建工地扬尘情况

进行现场调查时，两个在建工地由于

垃圾处理不及时，裸露土方未进行覆

盖，扬尘严重。短短两三天后，记者再

次来到两个在建工地看见，裸露的土

方用黑色遮阳网覆盖，生活及建筑垃

圾已及时处理，各类施工材料有序地

摆放在工地……

“扬尘治理是破解大气污染的重

点之一。”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说，为推进全区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区

住建局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建

筑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的通

知》《遂宁市安居区建筑施工扬尘治理

实施方案》。并要求施工现场应进行

合理布局，实行打围作业，采取分段作

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等有效防尘降

尘措施；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要进行

硬化处理，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

应 采 取 覆 盖 、固 化 或 绿 化 等 防 尘 措

施。同时要求住建工地应在出口处设

置车辆冲洗设施，对驶出的车辆进行

清洗，杜绝车辆带泥上路等现象发生；

施工现场建筑垃圾要及时清运，在场

地内堆存的，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

建筑物内垃圾应采用容器或搭设专用

封闭式垃圾道的方式清运，严禁凌空

抛掷；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严防大气污染现象发生；施工现场搅

拌棚的场所应采取封闭、降尘、降噪措

施，水泥、沙等易飞扬的细颗粒建筑材

料应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等措施。

专项整治
严抓油烟直排

8 月 4 日，位于安居区滨江南路的

餐厅“鸭老壳飞”刚刚开张，10 天后，餐

厅因油烟扰民停业整改。8 日，区城管

执法分局接到投诉，会同区环保局等

部门对丽景金海岸商住楼外餐饮企业

油烟严重扰民情况进行现场核实处

理。检查中，发现部分餐饮店未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或设施功率过小，油烟

排向小区内地下管道，且部分餐饮店

擅自将厨房玻璃拆除。在厨房工作

时，油烟气味大，严重影响小区居民

生活环境，区城管执法分局当即下发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其立即

整改。

14 日，由于“鸭老壳飞”和“聚缘砂

锅”两家餐厅未按要求整改，区城管执

法分局与区环保局等部门对其进行联

合整治，要求立即停业整改，整改完毕

由区环保、食药、城管等部门检查验

收，并由周边居民对整改情况签字认

可后，方可营业。

据悉，这样的专项整治行动不止

一次，为整治餐饮油烟污染，营造空气

清新的城市生活环境，区城管执法分

局出台《开展餐饮业油烟污染专项整

治的工作方案》。按照“条块结合，以

块为主”和“查处整改一批，取缔关闭

一批，引导规范一批”的原则，全面治

理餐饮门面、露天餐饮（烧烤）摊点油

烟污染问题。成立餐饮业油烟污染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中队对

各自辖区内餐饮业油烟污染问题进行

专项整治，对未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

施，致使排放的油烟对附近居民居住

环境造成污染的，责令限期整改。对

油烟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又拒不

整改的餐饮业，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

其停业整改。同时全面取缔建成区除

临时规范点外非法占用公共场所露天

经营餐饮、烧烤摊点，依法整治餐饮门

店外设置灶台（烧烤台）店外经营行

为。对露天生产加工餐饮，全面推广

使用非炭烧无烟烧烤炉具，确保餐饮

经营油烟达标排放。

下沉力量
严管露天焚烧行为

“一到收割谷子的时节，总有一些

群众焚烧秸秆，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

城市空气质量和市容环境。”区环保局

相关人员介绍说。为此，安居区各乡

镇成立了专门的巡查队伍，每天不定

时对辖区进行巡查，对发现的露天火

堆第一时间予以扑灭，并向群众宣传

国家相关环保法规和市、区相关规定，

坚决制止此类行为。

据介绍，安居区将触角延伸至各

乡镇社区，动用网格力量，组织巡查队

伍，有针对性地严查、严防露天生火取

暖行为。在整治露天焚烧行为中，安

居区大力推进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通

过能源化利用、饲料化利用、基料化利

用、原料化利用四种方式，实现秸秆利

用达 54.45万吨，占全区秸秆总量的 80%
以上。同时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积极

引导农民综合利用秸秆，在城区周边、

高速公路、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增派人

员，加大巡查力度，严防露天焚烧秸秆

行为的发生。南明区还加大对建筑工

地、拆迁工地内露天焚烧行为的管控，

建立督察、曝光制度，一经发现，从严

处罚。 （全媒体记者 雷思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为

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解决交通发展中突出的环境

问题，连日来，区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

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着力提升交通生

态环境，稳步推进“绿色交通”建设，助

推全区环境质量提升。

结合安居交通运输行业实际，区

交通运输局明确了“交通项目规划建

设、饮用水源保护、降排降耗、扬尘治

理”等四大类 25 项工作职责，并制定

了《交通运输行业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实施方案》，明确了任务，建立了“一

把手”统管，局班子成员分工管，责任

股室和部门具体抓落实工作机制。针

对整改问题，区交运局完成了快速通

道白马河大桥隔离屏和防护栏建设工

作以及快速通道沿线环境保护标志的

设置工作；完成麻子滩一级饮用水保

护区 500 米范围内共计 53 艘渔船、自

用船实施了强制撤离，设置了饮用水

源保护警示牌、禁航线路、禁航标识

等警示标志。

同时，区交运局还将严格执行项

目建设的审批程序，推行施工的标准

化，建立有效的污染预防机制，落实

施工现场围挡、工地材料堆放覆盖、

洒水降尘、湿化绿化临时堆土场等措

施。健全多部门联合验收机制，会同

环 境 保 护 部 门 完善交通建设项目试

运营期和交（竣）工验收管理。加强

政策引导，鼓励道路运输企业开展电

动汽车充电桩、天然气加气站等基础

建设。

据悉，今年底，区交运局将基本完

成全区的营运“黄标车”退出营运市

场，并继续对国、省、县、乡道路沿线生

产、加工矿石品、砂石、建筑材料的企

业及其货运车辆开展专项整治，遏制

货物脱落扬撒等情况。继续摸排区内

机动车维修站点情况，加大对机动车

维修行业废旧机油处理的监督管理，

加 强 对 该 停 车 场 污 水 处 理 的 监 督 管

理。并且还将继续开展机动车乱停乱

放整治，完善公路交通标识、标线等设

施，深入开展 G318、S205、S206 线，包括

县乡公路日常养护工作，依法拆除公

路控制范围内各种违章建筑。

为百姓留住更多蓝天
——安居加强大气污染治理纪实

安居区通过“大梳理”“大走访”“大

收集”“大调查”，农村家宴监管不力被

列入“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近日，记

者来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详细了

解问题出现的原因及整改措施。

问题
管理不到位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目前，安居区为农业区，群众群体

性聚餐一般是自家办农村家宴，其中厨

师和帮厨人员主要来自当地，流动性较

大，没有健康证，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其次，农村家宴桌席较多，食品多为前

一天完成，当天加工，存在储存问题，

食物容易变质。现在，农村家宴一般是

厨师“一条龙”服务，食品进货渠道复

杂，会导致假冒伪劣食品流向农村家宴

餐桌。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农村家宴备案

情况也不如人意。据区食药监局综合

协调股蒋英文介绍，在农村家宴备案工

作中，乡镇、街道未完全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重视度不够，监管缺失；村级协管

员普遍由三职干部兼任，对备案工作不

熟悉，备案记录不规范；农村群众安全

意识薄弱且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主动

申报情况较差。

部门
实行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

食品问题大于天。如何整治农村

家宴监管不力？区食药监局实行日常

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增加检查频

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

近日，记者在区食药监局了解到，

为加强农村家宴的监督管理，防止群众

食物中毒，该局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问

题出现。一是加强农家宴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严格执行《四川省农村自办群

体性宴席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建立了

区、乡、村三级食品安全监管网格，明确

乡镇、街道的属地管理责任，安排专人

负责农村家宴工作，使农村家宴日常管

理工作常态化；二是充分发挥食药所、

乡镇食安办和村级协管员作用，加强对

重点时段、地区、环节的检查力度，做到

即时、即地监管；三是深入村、社区开展

农村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提高农村群众

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使群

众备案变被动为主动；四是开展技能培

训、大讲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规范从

业人员和监管人员行为。1—7 月，农家

宴备案情况呈良好趋势，未出现食品安

全问题。

关于保健品行业监管不力问题，记

者也了解到，问题主要出现在以利用会

议、免费体验等非法营销保健食品，通

过广播、电视、报纸或者互联网虚假宣

传销售保健食品。区食药监局相关负

责人也提到，未办理证照的不得经营保

健品销售；对取得证照的只能在核定地

址范围内宣传销售。

（全媒体记者 王遂）

农村家宴监管不力被列入“群众最不满意 10件事”

创新监管守护农村家宴“舌尖上的安全”

区交警大队拦江中队

开展变型拖拉机集中整治行动

本报讯（杜丹 全媒体记者 雷思杨）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

和农机安全监管秩序，加强农机安全生产，杜绝违法、违规行为，确

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的交通秩序，近日，安居区交警大队拦江中

队联合区农机监理站工作人员，对涉嫌的假牌、假证、套牌、套证以

及挪用牌证的变型拖拉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中，中队民警联合农机监理站人员，针对辖区内的砖

厂、砂石料场等农用车较多重点企业开展摸底排查，逐一排查农用

车的登记备案和使用情况。同时深入辖区的保石镇、莲花乡开展

场镇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农机车辆、变型拖拉机交通违法的严重危

害性和开展整治的必要性，引导群众不坐农机车、变型拖拉机，不

开非法拼装的农用车、拖拉机上路，提高农机车辆驾驶人的交通安

全意识。开展路面巡逻盘查，对过往变型拖拉机涉嫌的假牌、假

证、套牌、套证以及挪用牌证的嫌疑机动车辆进行仔细检查，严厉

打击农用机械无牌、无证上路行驶、套牌、违法载人、超载、改型等

交通违法行为。

雨水并没有冲走炎热，太阳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又跑出来了，炽

热的火伞高张在空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烈日下奔忙。随着

电子商务的迅速兴起，快递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快递员每天通过快

递接收和发送商品，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8 月 15 日下

午，记者来到安居区琼江东路的邮政局投递部，跟着快递员一起送

快递，体验高温下他们的工作环境。

在投递站分拣快递时，今年 32 岁的蒋勇在邮政局工作已经有

15 年了。

蒋勇把经过扫描入库登记后的快递分拣、分区、搬货上车，还

没出门送货，待在空调房里的他额头上已经布满了汗珠，正一颗一

颗连成线，顺着脸颊流下。后背的汗水还没集结成豆大的汗珠就

浸在了衣服里，衣服紧贴着后背，透不进一丝风。

下午 4 点 30分，记者开始跟随蒋勇送快递。他戴着军用墨镜，墨

镜是以前当兵时部队发的；耳朵挂着蓝牙耳机，为了方便接听电话。

蒋勇今天负责的区域是工业园区。工业园区范围很广，道路

很宽，树木挡不住火球似的太阳，阳光灼烧着皮肤。每次停车，蒋

勇都用车厢挡住太阳，等待收件人取货这段时间，可以短暂躲避骄

阳，却躲避不掉酷热。

“有一次送快递的途中，车子没电了，只能把快递车放在路

边，用编织袋把快递装在一起，扛在肩上，步行送快递。”蒋勇告诉记

者，这是目前让他最难忘的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今年刚入夏时，炎

热刚开始袭来，25 公斤左右的货物，用了 1 小时 45 分钟，成功送达。

到家后，没有换鞋，没有洗

漱，穿着湿了干、干了湿，印

满盐花的衣服直接倒下，没

两 分 钟 就 进 入 梦 乡 。

（全媒体记者 王遂）

区交通运输局开展环境污染防治工作

打造绿色出行环境

蒋勇：奔忙在路上的快递员

2017 年 1 月至 7 月，
安居区监测天数 218天，
有效天数 209天，其中优
良天数 177天、轻度污染
24 天、中度污染 6 天、重
度污染 2 天，达标率为
81.2%。

近年来，安居区从治
理扬尘、露天焚烧秸秆和
垃圾、机动车尾气、燃煤、
餐饮油烟、工业废气六大
污染源入手，破解大气污
染治理难题，确保百姓呼
吸清洁空气。

为脱贫攻坚提供“安全阀”

（上接01版）
据悉，区纪委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活动，制发了《加强扶贫领域监督执

纪问责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突出主责主业，坚

守责任担当，聚焦扶贫领域突出问题，突出重点对象，细化措施要

求，定期梳理线索，强化重点督办，为脱贫攻坚提供纪律保障。

今年以来，区纪委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督察制度，实行常委

挂片负责制，各纪委常委多次带队到联系乡镇，了解基层查处“微

腐败”情况，倾听基层群众意见，当面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负责人

交任务、压担子，上下同频共振，督促整改提高。

精准执纪不手软

“蝇贪”虽小，其害如“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关

键是要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理顺群众心气。全区各级纪检监察

组织精准发力，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扶贫领

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让群众看得到、体会得到、享受得到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成果。

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坚持精准扶贫和执纪监督无缝对接，

充分利用来信、来电、来访和网络“四位一体”举报平台，大力开展

问题线索大排查、大起底，广泛收集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线

索，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定期

梳理问题线索，严格分类处置，对反映集中、性质恶劣的，重点督

办、限期办结。

据悉，自开展扶贫领域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区分层分类开展

督察 28 次，发现并反馈整改问题 55 个。并且将督察出的问题立即

反馈给被督察单位，严明整改时间、整改内容，紧盯问题处置、线索

核查、责任追究等关键环节，推进督察整改落实。

此外，全区还延伸监督触角，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对扶

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做到扶贫资金发放到哪里、监督

就跟到哪里，确保扶贫资金专款专用，筑牢扶贫资金纪律防线。

约谈问责不姑息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落实

问责条例，紧紧盯住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事项三个方面严格

诫勉约谈和责任追究，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石洞镇、会龙镇对脱贫攻坚履责不力的 2 名责任人进行了廉

政提醒谈话，石洞镇对工作不实的 1 名村干部进行了公开通报，三

家镇对脱贫攻坚工作不到位的 3 名村（社区）干部进行免职处理；

分水镇在排查中发现 1 名村干部在精准识别过程中优亲厚友、假

公济私，现已对其立案调查；第二期《阳光问廉》节目曝光了安居区

拦江镇四益湾村贫困户识别不精准的问题，拦江镇纪委随即对履

责不到位的村三职干部、驻村干部立案调查，区纪委对负有领导责

任的分管副镇长进行了立案查处，5 名责任人分别受到了党内严重

警告、党内警告、行政警告等党政纪处分，区纪委对该起案件在全

区进行了公开通报……

“问责是最好的警示灯，没有问责，责任就落不下去。要以常

态化的问责，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区纪委主要负责人

如是说。针对履责不到位、扶贫目标任务落实不力、工作停滞不

前、进展缓慢以及监督检查工作打折扣、搞变通、走过场的，区纪委

开出约谈清单，持续约谈下级党委、纪委主要负责人。让红脸出

汗、咬耳扯袖成为常态，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了扶贫政策真

正惠及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