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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有序推进市旅发大会筹备工作

9 月 28 日，全市 2017 年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将在大英召开，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

文化旅游度假区的游客集散中心、人造天

空沙滩海滨浴场和泰坦尼克船体组装现

场将会成为旅发会的 3 个现场点。据悉，

会议的当天晚上还将组织“金秋十月浪漫

之旅启动仪式”晚会，晚会将在浪漫地中

海泰坦尼克船体组装现场举行。

为切实推进全市旅发大会筹备工作，

大英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和县

长任组长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下设综合协调组、项目建设组、拆迁安置

组、现场布置组、宣传报道组、经费保障

组、环境秩序组、安全保卫组等 8 个工作

组，每个工作组由县委、县政府分管县领

导任正、副组长。每个工作组的牵头部门

都发挥牵头揽总作用，制定各组详细的工

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将每项工作分解

到各责任部门；县级相关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各项筹备工作

落到实处。

为迎接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大英

县积极推进旅游项目的建设，形成了核心

景区与乡村旅游互促共进、同步发展的旅

游发展新局面。

据了解，旅发会的核心现场区域浪漫

地中海项目涉及集散中心 11 号楼地下室

顶板模板安装完成 90%以及部分梁板钢

筋绑扎、12 号楼四层梁板支模架搭设、14
号楼二层支模架搭设、15 号楼地下室顶

板支模架搭设、19 号楼基础抗水板钢筋

绑扎完成 90%，2017 年 9 月全市旅发大会

召开期间部分项目将部分对外开放；沙滩

浴场地下室砖胎模及回填完成 90%，二层

梁板柱已全部浇筑完成，剩下地下室部分

二层钢筋模板完成了 70%，三层模板及支

撑架完成 73%，浇筑完成了 20%；道路及

近郊游大坝至地磅道路开挖完成、海洋元

素生态浮雕墙正稳步推进；泰坦尼克号局

部主体组装做到 6 层。

旅发会沿途的城市景观提升建设项

目正有序推进，其中涉及中海大道、天星

大道、卓同干道以及江南路、滨江南北路

景观工程和郪江湿地公园等建设。目前，

滨江南路拆除铺装，正实施碎石垫层、透

水砼垫层；滨江北路、文体路实施了清除

护坡杂草，拆除场地内原混凝土路面，拆

除人行道路面，正实施路缘石安装和级配

碎石铺设以及混凝土垫层浇筑、人行道面

砖铺设。整个沿途景观提升工程 9 月将

进行绿植栽培，确保达到应有效果。配套

建设的采和大道建设及环城道路升级改

造正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

与此同时，大英县还成功打造蓬乐路

橙海游、快捷通道都市田园游、金元香薰

花海游、天保印象生态游等乡村旅游项

目，力争让大英旅游成为一张优质的旅游

名片。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文 刘昌松/图)

9 月 11 日，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筑

养路机械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在大英

县举行，副县长邓兰英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邓兰英在致辞时表示，技能大赛

是养护技术人员学技术练本领的重

要方式之一，是所有参赛选手个人综

合素质和技能水平的一次演绎，更是

对各单位重视职工技能素质提高、推

进人才选拔和培养的一次检验，对全

面提升养护技术人员业务素质、促进

养护工作规划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大英县交运局为了适应

新常态下公路建设养护快速发展需

要，更好地方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

服务大英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坚持五

大发展理念，按照“四个交通”“发展

要求”，以新形势下构建现代养护管

理体系为引领，以“专业化、市场化、

低碳化”养护和“人性化、规划化、智

能化”管理服务为重点，进一步提高

公路养护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着力

打造一支专业技术知识强、综合素质

高的养护队伍，促进全县公路事业可

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好先行。

为期 1 天的竞赛综合了理论知识

考试和筑养护机械实际操作技能考

核。全市从事筑养路机械操作 6 个单

位的 17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在操作

考核中，压路机项目单人项目分由 3
个子项目组成，分别为路面碾压（直

线和弧线）、过双轨、倒车入库。3 个

项目连续进行，总时间为 8 分钟。修

补坑槽养护项目为沥青路面坑槽修

补，主要考核选手使用补坑槽机械进

行沥青路面坑槽修补的技能。考核

项目由 2 名人员合作完成。

根据理论成绩与操作成绩 3：7
的最终成绩统计，本次竞赛决出了补

坑槽技能竞赛综合奖、压路机技能竞

赛综合奖、优秀组织奖 3 个奖项。在

补坑槽技能竞赛综合奖中大英县交

运局代表队获得一等奖，蓬溪交运局

代表队、市交投公司代表队获得二等

奖。压路机技能竞赛综合奖中蓬溪

县交运局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大英县

交运局代表队、市交投公司代表队获

得二等奖。同时，大英县交运局代表

队还获得优秀组织奖。

（全媒体记者 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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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易明君 全媒体记者 蒋亮）为有

效的预防、控制和及时消除环保意外事故的发

生，提高环境污染事故救援应急的处置能力，

建立健全环境预警和应急机制，保障危货运输

公司生产安全稳定运行，近日，大英县交运局

组织大英县永欣石化、兴茂石化、双佳石化、盛

马石化等 4 家危货运输公司开展以“危货运输

车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为主题的环境保

护综合防治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场景为：永欣石化公司

驾驶员执行公司运输任务，于公司外停车检查

车辆时发现车辆左下方装口发生泄漏，驾驶员

打开应急车灯，放置警示标志，设置警戒线，立

即拨打 110、119、公司管理人员，告知事发地

点，请求支援。押运人员立即检查装卸口是否

关闭，用橡胶桶盛装泄漏油品并取下灭火器打

开保险，然后用海绵、棉纱等吸附物平铺泄漏

地防止泄漏物污染环境。公司接到押运员报告

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县环保局、县安

监、运管所等部门说明现场情况，请求相关部

门协助。救援队伍到达现场后，紧急疏散人

群，协助进行油品转移，油品转移完成后，向公

司管理部门汇报事故应急处置完毕并进行污染

物清理回收，圆满地完成了本次演练的应急处

置任务。

通过此次综合应急演练，增强了交运行业

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快速反应能力、组

织指挥能力、协调联动能力、科学处置能力和

综合保障能力。

大英县交通运输局

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提高行业环保应急处突能力

全市交运行业筑养路技能竞赛在大英县举行

参赛代表抽签

补坑槽技能

参赛人员正在切割坑槽路面

裁判员现场评判

颁奖会现场

本报讯 （杨春蓉 全 媒 体 记 者 成红
月）为进一步开展好旅游安全生产大检

查活动，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旅

游系统安全零事故，近日，县旅游局加强

对 A级景区、星级饭店、星级农家乐、旅行

社等涉旅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检查。

县旅游局组织旅游执法大队、质量规

范股等相关股室人员，对中国死海、东方

生态园等 8 家涉旅企业开展旅游安全检

查行动。检查内容突出旅游企业安全规

章制度建立和落实、员工教育培训、旅行

社责任保险、旅游车辆租赁合同、应急预

案措施制定、演练等旅游安全生产工作

落实情况。检查重点突出电气治理、消

防设施监控和治安防范措施落实，以及

旅游车辆、游船等特种设备设施，提出整

改意见 3 条，要求相关企业立即整改，切

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相关新闻

县旅游局
强化旅游安全生产大检查

泰坦尼克号局部主体组装做到 6 层

浪漫地中海项目涉及集散中心正在加快建设人造沙滩正在加快建设

县交警大队

推进队伍正规化建设
本报讯（谢颖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期，县交

警大队结合自身实际，多措并举激发队伍凝聚力、

战斗力和工作活力，确保队伍正规化建设各项管理

规定落到实处。

提高思想认识，保持队伍纯洁性。以民警、辅

警思想入手，坚持依据条令抓管理的工作思路，制

定了相应的学习计划，采取个人学习与集中学习相

结合的方式，定期组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加强民

警、辅警核心价值观；通过信访、纪检监察等渠道，

及时收集队伍思想状况，通过交流谈心，有针对性

地强化教育引导，消除队伍不稳定性因素，始终保

持队伍纯洁性。

强化实战练兵，提升队伍软实力。按照每周

“训练日”制度，着力强化最基本的专业技能和专项

警务实战技能、体能。利用工作的间隙，组织学习

理论知识、熟读法律条文，定期组织各类业务、技能

培训，并时刻跟踪参训情况，建立训练档案，及时记

录民、辅警参训、考核情况；坚持训为战用，战训合

一，努力实现工作训练两不误，人人得提高，营造练

兵氛围。

规范内务管理，促进队伍作风养成。把规范内

务管理作为队伍正规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突

破口，在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上下功夫。认真落实

“日巡查”和“晨点评”制度，坚持值班领导每天对

民、辅警着装、到岗到位，内务卫生、接处警车辆及

装备、警械管理、执法安全等进行检查，并对巡查发

现的问题及时通报、点评。

县林业局

成功救助受伤灰鹭
本报讯（唐萌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9 月 7 日 9

时许，大英县林业局接到隆盛派出所电话称，该所

民警执法执勤中发现一只翅膀受伤的野生鸟类，请

处置。接报后，该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核实处理。

根据救获鸟类的体貌特征，初步鉴定为灰鹭，

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县林业局的专业技术

人员对其健康情况进行仔细检查，确定除翅膀有轻

微伤外健康状况良好，适合自然放生，于当天 17 点

将其带至隆盛镇野外放生。

近年来，随着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力

度的加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普遍增强，电

话报警、自觉救助野生动物的事例逐年上升。去年

以来，县林业局共成功救助国家级保护野生动物猫

头鹰 1 只、灰鹭 1 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