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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版

戴允康到船山区调研时希望

建设方便快捷服务体系
为全省提供样板标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0 月 18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

告。船山区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区领导曹斌、

韩麟、蒲体德、卢赐义、白争春、张凯钇、陆京会、袁

旭、程康、蒋中治、黄钰等聆听报告。

当天上午 9 点，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聆听了

报告。收看人员聚精会神，边看边记录，不时为习近

平同志的报告所打动，所鼓舞。大家一致认为，报告

高屋建瓴、立意深远，明确了十九大主题，总结了五

年来的成就，也为未来五年各项工作的开展指明了

方向。

船山区集中收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盛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0 月 16
日-17 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社厅

厅长、党组书记，省公务员局局长戴允康

来到船山区，对我区全面建设群众满意的

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相关工作进行调研。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向此德，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区

委书记曹斌，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区

委副书记张凯钇，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牛斌以及市、区人社局负责人陪

同调研。

戴允康一行先后来到嘉禾桥社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站、仁里镇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永河园四川菌绿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业扶贫示范基地、

就业扶贫示范村河沙镇梓桐村、中国西部

现代物流港、遂宁市人力资源市场等地，

通过观看展板、现场查看、听取介绍等方

式，就我区就业扶贫、返乡创业和人社基

层平台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据了解，船

山区紧紧围绕“服务平台标准化、服务基

础信息化、服务机制协同化、服务行为专

业化”四大建设，加快推进区级人社综合

服务平台建设，升级仁里镇社会保障基层

平台，大力推进“互联网+人社”，积极推

进“综合柜员制”服务建设，全面提升窗

口服务能力。

“登记用工需求的企业多吗？”“老百

姓关心关注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调

研中，戴允康与窗口工作人员亲切交流，

并详细询问了窗口设置、业务分工、相关

业务经办流程、系统操作和政策执行情

况，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关系到群众切

身利益的求职、就业、失业登记、医疗保

险等情况。通过实地调研，戴允康对船山

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建设群

众满意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利用互联网

终端打造信息化便民服务予以肯定。戴

允康指出，船山区作为遂宁市全面推进群

众满意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区，要进

一步完善工作，打造方便快捷的公共服

务，切实让老百姓满意，提升百姓获得

感，为全市乃至全省提供可推广的样板和

标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为进一

步了解船山区引进人才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

激励他们奋发有为、建功立业，10 月 17 日

下午，船山区召开优秀人才座谈会。区委

书记曹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陆京会出席座谈会。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蹇世誉主持会议。

会上，来自全区教育、文卫、交通、农

业等行业的优秀人才畅所欲言，分别介绍

了自己履职尽责、发挥作用的情况，还结

合工作实际，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曹斌与参会

的优秀人才进行了深入交流，向大家介绍

了船山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今

后五年“奋力攻坚‘五大行动’、加快推进

‘三区’建设、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发展

思路。曹斌说，近年来，船山区大力实施

人才兴区、产业强区战略，已形成现代物

流 、现 代 文 旅 、都 市 农 业“ 三 大 主 导 产

业”，建成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永河现

代农业园、龙凤新城、世界荷花博览园

“四大重点园区”，多项经济指标增速位

居省市前列。美好的船山需要大批优秀

人才，希望大家更多地了解船山、热爱船

山、建设船山，对船山的未来充满信心。

要以“业绩是硬道理，实干见真功夫”的

精神，将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从基

层一线干起，为船山的建设发展做出更多

贡献。

曹斌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引

进、培养、使用优秀人才，为他们创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待遇，

合理安排人才分工，加强后续跟踪和管理

服务，共同营造尚贤用能、尊重人才的良

好氛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0 月 19
日-25 日，2017 年“百名硕博进船山”秋季

招揽行动推介宣讲及组团招聘现场活动，

走进川渝知名高校，引进一批急需紧缺人

才。10 月 19 日-20 日，此次揽才行动已先

后来到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通过现场

报名、网上报名等方式，截至 20日已有 506
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报名应聘。

每一场活动现场，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都观看了《百名硕博进船山》专题

片，并听取了船山区情况介绍及此次招聘

相关情况介绍。“百名硕博进船山”春季

招揽行动引进的优秀人才代表裴浩、罗威

分别在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向大家讲

述了他们在船山工作的感受。

“船山区这次招聘给我们提供很多机

会，让我有机会回家乡工作、建设家乡。”

西南交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欢是遂宁

人，她高兴地说道。此次揽才行动不仅吸

引了在外求学的遂宁学子，船山区独特的

区位优势、人才政策和发展前景，也吸引

着广大学子的择业目光。来自华南理工

大学的谢雨宏是资阳人，是一名建筑学专

业的博士研究生，他说 :“船山区对人才十

分重视，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还有船山的

人文环境、区位优势等都很吸引我。”

据悉，今年 3 月，船山区“百名硕博

进船山”春季招揽行动，成功引进 1 名博

士、1 名海归在内的 24 名急需紧缺专业

硕博人才。此次“百名硕博进船山”秋季

招揽行动共提供 37 个岗位，涉及城乡规

划、金融、物流工程、农业、环保、医学、

教育等专业门类，还将于 10 月 23 日 -25
日走进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

川大学等川渝知名高校进行宣讲及组团

招聘。

为吸引人才常留船山，船山区每年设

立了区级 500 万元、园区 300 万元的人才

发展专项资金，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生活

补助、安家补助、项目补助等实际支持。

同时，船山区还从医疗待遇、子女入学、

家属就业等方面为高层次人才搭建绿色

通道。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蹇世誉到各高校

进行了主题宣讲。

本报讯（唐文明 全媒体记者 魏琴）
10 月 19 日，区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

会召开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住建局、

物流港管委会、席吴二洲管委会等部门负

责人现场接受了市、区人大代表的询问。

“船山要实现工业强区，如何立足实

际，培育壮大骨干企业？”“东盟产业园 2013
年底落户物流园区，4年过去了，进度较缓

慢，感觉雷声大雨点小，请问目前推进情况

如何？”“船山在开展脱贫攻坚中，如何引导

教 育 贫 困 群 众 变 被 动 脱 贫 为 主 动 脱

贫？”……现场，直面尖锐的一个个问题，让

人大这场专题询问会，有“看头”。

代表问题直奔要害
部门现场对答如流

“船山提出工业强区战略，但据调查，

2016 年底船山规上工业仅有 37 家，仅占

全市 7%的比重，可以说是大而不强、小而

不精。作为首位城市，船山如何立足实

际，培育壮大骨干企业？”专题询问一开

始，区人大代表黄军首先向区经信局“发

难”，直奔我区工业企业的薄弱环节。

区经信局局长李武军胸有成竹：“根

据近几年招商工作实际落地的项目，船山

已明确提出以机电装备制造、新材料加

工、食品加工等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今年

1-9 月，我区成功签约二三产业项目 13
个 、农 业 项 目 11 个 ，签 约 金 额 98.89 亿

元。”李武军补充说，当前船山还引进开

工建设了一批见效快、产值高的重大项目

企业，如视派特等光电产业。随后，李武

军又有条不紊地把项目招引的政策、流

程、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以及下一步应对

举措都一一阐明。

更为尖锐的问题，抛给了物流港管委会。

一 名 人 大 代 表 提 问 ：“ 东 盟 产 业 园

2013 年底就落户物流园区，4 年过去了，

感觉进度较缓慢， （紧转02版）

物流港商会成立
服务三千余家中小企业及个体商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20 日，物流港商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

军，区委副书记白争春，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

斌参加会议。

当前，物流港有投资企业 100 余家，有中小企业 600 余

家，有个体商户 2700 余家。物流港正在从企业建设向产业

发展蝶变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科技创新逐渐向高层次跃升，

承载着发展新兴产业和创新型经济的重要使命。物流港商

会的成立，将借助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不断提高物流

港企业在成渝两地及成都城市群区域竞争中品牌地位和影

响力，能够加速促进 660 多亿元、100 多家投资企业，迈入合

作共进、良性发展的新阶段，为建设国际物流港、千亿产业

城，以及打造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贡献更大力量。

当天，会议通过物流港商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物流港商

会会长、常务副会长以及相关会员单位。为商会、商会会长

级、副会长级单位授牌。

船山区扶贫日主题活动
募集捐款220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0 月 17 日上午，船山区在

犀牛广场举行“扶贫济困·奉献爱心”2017 年“10·17 扶贫日”

主题活动。区委书记曹斌出席活动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韩麟主持活动。区领导蒲体德、卢赐义、白争春、陆京会、

袁旭、夏先侗、程康、蒋中治、蹇世誉、黄钰、邓军，各乡镇、街

道、园区、区直各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 33 家优秀民营企业

代表参加活动并现场捐赠。

活动现场，志愿者宣读了 2017 年“扶贫日”捐赠倡议书，

帮扶社区与贫困村签订了帮扶协议书。随后，参加活动的人

员依次将所捐现金放入募捐箱。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捐款

2279191.5 元。

曹斌致辞说，近年来，我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一号民生工程，去年全区完成 8 个贫困村退出、4070 名贫困

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5.7%下降至 1.1%，荣获全省“脱贫

攻坚先进县 (区 )”。脱贫成绩来之不易，全面小康尚需努力，

打赢脱贫攻坚战，迫切需要我们持续发力、精准帮扶，迫切

需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大力支持。区委、区政府号召，全

区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

“扶贫日”活动中来，播撒一份爱心、捐出一份善款，助力贫

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美

好生活。

曹斌调研物流港 PPP项目时强调

找准未来发展之地
推动PPP项目及拓展区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20 日，区委书记曹斌

带领区国土资源分局、区发改局、区重点办、物流港相关部

门负责人一行，深入到物流港，调研督导物流港 PPP 项目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及物流拓展新区推进情况。区领导白争春、

牛斌、程康随同调研。

曹斌一行先后实地深入到物流港北部片区、西部片区的

道路及场平现场，以及南部产业片纵路及场平现场，通过查

看规划图、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物流港 PPP 项目整

体规划建设、当前推进进度以及在推进中存在的困难。据

悉，物流港 PPP 重大项目已入库，当前纵 1 路已推动建设。

今年底至明年，物流港将以招引为契机，大力实施基础推

进，建设骨干道路及西片连线道路，实现南北片区建设成

片。同时，还将引进大项目，搭建产业平台，促进项目开工

建设。

调研中，曹斌指出，船山要加大经济规模发展，就是要找

准未来发展的立足之地，其核心就是要推动物流港 PPP 项目

建设及拓展新区建设，以进一步实现 2020 年建成千亿产业

园区的目标。对此，曹斌强调，船山今后在推动物流港 PPP
重大项目建设时，要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为根本，立足船

山实际，做实核心区、招引大项目、扩展新平台，加快推动

PPP 项目建设，确保 2017 年底实质性开工建设。就物流港拓

展新区，2018 年东盟产业园、南部产业园要实现场平完成，

西部片区、保升片区道路基础要成型的目标，确保项目开工

建设取得成效。

韩麟督导桂花等乡镇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16 日-17 日，区委副书

记、区长韩麟带领区政府办、区目督室、区扶贫移民局、区发改

局、区畜牧局等部门负责人，先后深入到桂花镇、河沙镇、保升

乡，督导脱贫攻坚推进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黄钰陪同。

在桂花镇，韩麟查看了来龙村、响堂村、燕窝村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以及村党群活动中心、文化院坝等基础设施建设

情况；在河沙镇桂花村，韩麟现场督查了该村新村综合体及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入住情况；在保升乡保升村，韩

麟督查了安全住房、“四好村”创建等工作，并走访入户到脱

贫户唐记礼家中，了解他们生活生产情况。

调研中，韩麟要求，各乡镇要加快推进第三批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工程建设进度，对未开工的村组，务必确保本月底全

部开工建设。要加强硬软件设施工作，各相关部门加强督促，

要按照规定做好对已建好的房屋验收和入住工作，要加强做

好软件资料准备工作，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确保今年顺利

实现脱贫验收，为省市脱贫攻坚验收工作做好迎检准备。

曹斌在船山区优秀人才座谈会上要求

大力引进优秀人才营造尚贤用能氛围

“百名硕博进船山”秋招行动走进重大、西南交大

500余名硕博研究生报名应聘

人大代表现场提问，部门负责人紧张作答

区人大专题询问会“有点辣”

10 月 17 日，一场热气腾腾的乡

村坝坝宴在船山区复桥镇定宝村端

上了桌，村里 400 多名老人围坐，话

党 恩 ，说 美 好 ，喜 迎 党 的 十 九 大 召

开，庆祝即将到来的重阳佳节。活

动现场，不仅有热闹的歌舞表演，还

有“ 敬 老 爱 老 ”先 进 和“ 四 好 户 ”评

选。手拿红彤彤的荣誉证书，披挂

醒目的彩带，来自乡村的先进代表，

成为大家看齐的榜样。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杨雨 摄

400老人
话党恩·庆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