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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19 日，区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政府脱贫攻坚

工作》等多个报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蒲体德，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熊杰、邓建华、洪琼、张甲武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陆京会，副区长郑良列席会议。

会议先后听取了《区政府办理区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人

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及调查报告》《区政

府脱贫攻坚工作报告》；听取并审议了《区人民法院“两年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调查报告》，审议并投票通过

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决定（草

案）。

会上，参会人员围绕脱贫攻坚、区人大代表建议、意见办理

回复慢等问题进行踊跃发言，提出建设性意见。同时，区人大

常委会将归纳、整理大家发表的意见，形成常委会工作的审议

意见（草案），待交区政府、区人民法院等部门办理。

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通报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部分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议案的决定（草案）。

我区召开“四好村”创建工作现场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10 月 19 日，船山区召开“四好

村”创建工作现场会。会议通报“四好村”创建工作推进情况，

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区委副书记白争春，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黄钰，副区长郑良参加会议。

参会人员先后到桂花镇响堂村、唐家乡东山村、河沙镇梓

桐村实地参观，学习了“四好村”相关资料制作归档等内容。

据了解，按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基本要求，船山区开

展以改善农村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重点，对标“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为主要内容的省

级“四好村”创建活动。2016 年，我区成功创建省级“四好村”2
个，分别为唐家乡东山村和永兴镇大面沟村，市级“四好村”22
个、区级“四好村”23 个。2017 年，全区力争年底创建省级“四

好村”30 个（其中 2017 年拟脱贫的 10 个村必须纳入创建范

畴）、市级“四好村”36 个、区级“四好村”62 个。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和乡镇在“四好村”创建工作中要在基

础建设上下功夫，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在助农增收上下功夫，

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在宣传活动上下功夫，规范群众行为养

成；在思想教育上下功夫，转变群众陈旧观念。要找准问题、

找准优势、找准目标、找准措施。要用好干部，建好信访矛盾

化解机制、村民利益保障机制、宣传发动引导机制、群众共建

共享机制、督查考核奖惩机制，确保今年省、市、区级“四好村”

申报工作圆满完成。

船山与西南交大对接区校合作项目

本报成都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0 月 20 日上午，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蹇世誉到西南交通大学犀浦校区对接区校合作

项目。西南交通大学对外合作与联络处处长谭建鑫，西南交

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黄春蓉等参加对接座谈会。

对接会上，蹇世誉同西南交通大学对外合作与联络处、校

党委组织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等处室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

沟通，双方就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硕博人才招聘等方面达

成共识，并就科技成果转化、共建国家实验室遂宁分中心、学

校教职员工挂职等合作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据了解，双方

还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加快推进区校合作项目落地。

区农业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18 日，区农业局召开区

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区农业局反馈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黄钰，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参

加会议。

会上，区农业局针对巡察反馈问题以及如何整改等方面工

作作了发言。班子成员围绕党的建设，执行“八项规定”、整治

“四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人等方

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深刻剖析，认真反思，进一步

明确了整改方向和整改措施。

会议要求，区农业局要以这次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好一岗双责，狠抓党建促

进班子建设，凝聚人心，增强战斗力。班子成员要加强政策理

论和业务学习，以扎实工作服务于船山区三农工作，强攻脱贫

攻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农业部门应有的贡献。

孙炜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10 月 16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

孙炜深入唐家乡牌坊村、周家沟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在唐家乡牌坊村和周家沟村，孙炜一行重点了解了两个村

文化扶贫推进情况，并实地查看了牌坊村、周家沟村文化活动

室建设情况。据了解，今年，区文广局将在全区 10 个计划脱贫

的贫困村建设村级文化活动室。目前，9 个村已经建成并投入

使用，剩余一个村正在建设之中。

看到两个贫困村都按有文化室、有室外文化活动场地、有

宣传栏、有成套文化器材、有成套广播器材和有图书这“六个

有”标准完成建设时，孙炜给予了充分肯定。孙炜要求，唐家

乡及村两委要将文化阵地运用好，多引导群众融入其中参与

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区文广局在文化脱贫攻坚工作中

要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完

善，进一步抓好文化扶贫工作。

民盟船山总支开展主题分享交流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10 月 20 日，民盟船山总支组

织全体盟员召开“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感恩

奋进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分享交流会。民盟遂宁

市委副主委、船山区总支主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琼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船山民盟组织成立以来，一直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严格按照盟章规定发展新盟员，鼓励盟员参加各类学习

活动，参加各级人大、政协、统战等会议和各种学习考察活

动，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已经成为了船山区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在十九大召开之际，民盟船山更要及

时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挥民盟优势，切实履行好

民主党派职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

贡献。

随后，各盟员代表围绕主题，结合自身实际，就如何不忘初

心、履职尽责、感恩奋进，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民主党派人士

作了交流发言。

在介福东路与盐关街路口交界处，

以 往 数 家 乐 至 烧 烤 店 面 在 此 集 中 经

营。每当夜幕降临，这几家烧烤店就显

得十分热闹。店家沿街摆摊经营，油烟

熏天，人声嘈杂。这让居住在巷子两旁

的居民备受困扰。“那个时候，晚上整条

街油烟味道很重，根本不敢打开窗户。

而且凌晨一两点楼下还很嘈杂。每到

夏天，楼上的居民根本睡不好觉。”小区

居民袁洪然向记者道出以前苦恼。

改变始于今年 5 月。在接到群众举

报后，船山区立即行动，统一部署，由船

山区城管执法分局牵头，组织协调区食

药监局、区环保局、介福路街道办等相

关部门通力合作，对市城区餐饮娱乐场

所油烟、噪音扰民问题进行了强力整

治。并重点对介福桥乐至烧烤、荣兴街

夜啤酒经营摊点进行搬离、整改，并督

促整改商家安装油烟净化器，有效改善

了环境质量，维护了群众权益，得到市

民纷纷点赞。

“接到群众举报后，我们城管部门立

即进行走访调查。前期主要以宣传劝

导为主，对这些商家进行劝导、教育。”

介福路城管执法大队副队长杨山虎向

记者介绍说，后期，船山介福路街道执

法大队联合了街道办事处、派出所、食

药、环保等部门进行了综合执法整顿，

并要求他们搬迁撤离。同时执法人员

对搬迁商户定点驻守监督，防止商户反

弹现象。

如今，在介福东路，变成了干净整洁

的小巷。这让居住在附近小区的袁洪

然居民感慨不已。眼看着商户搬迁，消

防通道亮出了，道路重新铺设，他和邻

居之间也有了活动的场所。“现在这里

没有油烟味，晚上没有吵闹声，对城管

工作表示很满意。”

据了解，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船

山区城管执法分局还进一步强化管理，

安排六个街道城管执法大队联合各街

道办事处、社区、公安、工商、环保、食药

等部门，对全城区有问题的餐饮店进行

集中整治。在 KTV 噪音这块，船山城管

联合环保部门，对其进行监测，对不达

标的 KTV 进行停业整顿。目前船山区

港上港、金港名都片区，经过两个多月

的努力，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整改目

标，达到了老百姓的满意度。截至目

前，整个市城区油烟、噪音扰民问题也

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全媒体记者 魏琴）

学生在学校吃的啥，食堂卫生是否

达标等问题备受家长们关注。为此，船

山职业技术学校从完善设施设备、加大

管理力度等方面加大食堂安全管理。

全方位监控 确保吃得放心

走进船山区职业技术学校食堂，醒

目处悬挂着 4 台大电视。这些电视并非

用来播放电视剧的，而是实时播放食堂

后台工作状况的。电视屏幕上是一个

个穿着白色统一服装的厨师正忙碌而

有序地工作，厨房整洁干净。据船山职

业技术学校的副校长杨胜介绍，为了让

广大师生能够吃得放心、吃得安心，让

校方及家长全面了解食堂运行情况，学

校于 2013 年安装了监控。但由于监控

设备不完善，使用频率不高。得知这一

情况后，去年，区食药监局出资完善了

食堂监控设备，并正式投入使用。目

前，食堂监控全时段投入使用，食堂厨

房情况也实时进行播放。

对于学校这种公开食物加工流程的

做法，在校师生表示欢迎。大家纷纷表

示，“能够看到食物加工制作的全过程，

食用起来更放心。”

完善制度 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除了让食堂透明化外，船山区职业

技术学校还从进货渠道、菜品的储存等

方面加大监管力度。为了保障食品安

全，在区食药监局的指导和帮助下，船

山职业技术学校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

管理制度。学校固定食品进货渠道，并

且专人负责记录台账。工作人员能够

随时查清货品来源，做到有迹可循、有

据可考。在学校从事食堂工作的相关

人员，也全部办理了相应的上岗证件。

为了做好食物的存储，学校还安排了专

人管理，并对库房进行定期的打扫和整

理，确保环境整洁、食物卫生。

区食药监局还重点对校园及周边食

品经营者是否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学

校食堂、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者是否

建立并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情况进

行了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隐

患进行了及时整改。（全媒体记者 杨雨）

烧烤店油烟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
综合执法整顿油烟、噪音扰民初显成效

全方位监控 完善管理制度
船山职业技术学校多举措保障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岛上建了小学，娃娃就在家门口上

学。现在方便多了。”今年 9月圣莲岛小学

正式开校，圣莲岛一居民特别欢喜。岛上

居民说，以前家中娃娃读书都要送到仁里

乡镇周边的小学就读，进出岛接送娃娃上

学很不方便，其离家远不说，乡镇教学质量

也赶不上城里学校。现在好了，圣莲岛在

安置小区旁建了一所小学，还是顺南街小

学教育集团的一个分校，这一惠民的教育

民生工程让岛上居民欢呼雀跃。

近些年，圣莲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昔日的荒芜小岛摇身一变成为

今日的宜居宜业的生态旅游小岛。这里

不仅新建了安置小区，让岛上居民就近安

家、住上新房，而且优美的生态环境更是

吸引了不少外来人群到岛上就业安家。

但由于岛上没有学校和幼儿园，当地适龄

儿童读书需要到岛外。每天往返，居民感

到十分不方便。岛上居民和在岛上就业

人群子女入学问题便成了大家的难题。

为了彻底解决圣莲岛居民的子女入

学这一民生问题，船山把在圣莲岛建小

学这一计划搬上工作日程。据悉，圣莲岛

小学划分了学前教育和小学部，可容纳

720 名学生，配备了顺南街小学教育团队

师资力量，共有 12 名教师。该学校已于

今年 9 月正式开校，目前已招收 59 名学

生，其中岛内学生 28 个、岛外学生 31 个。

不再奔波两地的岛上居民，孩子们

在家门口就能入学，既方便又安全，教

育质量得到了保障。圣莲岛小学的建

成，极大地解决了岛内居民和就业人群

子女的入学问题，对岛内人居环境和就

业空间提升都将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让

圣莲岛居民真正体会到民生教育改变带

来的实惠。 （全媒体记者 魏琴）

圣莲岛小学建成投入使用

（紧接 01 版）雷声大雨点小，请问目前推

进情况如何？”

物流港管委会副主任李戈亮接过话

筒，“2014 年，由于城市土地规划调整等

客观原因，东盟产业园建设进度缓慢是

客观存在的。从今年 7 月，物流港加大了

招商引资力度，目前项目建设正加快进

行。东盟产业园清真认证中心已启动建

设、美宁项目已在本月成功签约。物流

港争取在 3 年内将东盟产业园的招牌立

起来！”

专题询问现场，除了项目建设工作，

还有脱贫攻坚、棚户区改造项目等民生

问题。面对一个个问题，各部门负责人

都能做到思路清晰、应对自如。

经过一上午紧张的工作，专题询问

会 给 每 一 位 参 会 人 员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面对询问不回避，客观真实逐一作

答 。 即 使 工 作 中 存 在 不 足 ，也 毫 不 掩

饰 推 诿 。 流 畅 的 回 答 也充分说明他们

对自身工作熟悉与思考，答出了责任和

承诺。

询问不是目的
改进工作促进发展才是关键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的这场专题询问

会，市、区人大代表围绕区委关心、社会

关切、企业关注的重大项目工作等内容，

直奔主题，向相关区直部门负责人现场

提问，问出了深度和要害。

但询问不是目的，改进工作、助推发

展才是关键。据介绍，专题询问是人大

常委会依法对政府部门工作实施监督形

式之一，是人大依法行使监督权的一种

重要方式。船山将以本次人大专题询问

为契机，丰富询问的内容和形式，切实

增强人大的监督意识，紧扣船山区经济

社会的发展，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中，

围绕首位城市的发展、围绕城乡统筹、围

绕民生保障来抓重大项目，推进“三区”

建设。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蒲体德，副主任熊

杰、邓建华、洪琼、张甲武出席会议。区

委副书记白争春列席会议。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参加会议。

区人大专题询问会“有点辣”

突逢变故
以羸弱的肩膀扛起两个家庭

1992 年鲁兰英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无

限憧憬，不远千里从云南嫁到仁里镇罗

家桥村。婚后生活虽然简朴，但也有滋

有味。她和前夫育有一女一子，一家人

的日子过得安稳而幸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03 年冬天，

前夫突然被确诊为肾盂肾炎。虽然竭力

医治，但还是撒手人寰，留下一大笔债务

和患病瘫痪的公公婆婆以及一对年幼的

子女。为改善生活，她勇敢地带着一家

人改嫁。在现任丈夫姚永和的帮助下，

鲁兰英的生活不断好转。但好景不长，

姚永和又患上了风湿关节炎和小腿肌肉

萎缩，行走困难。公公婆婆有病，丈夫也

得了重病，子女都还年幼，两家人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鲁兰英身上。“别人同情救不

了自己，自力更生才是活路。”虽然厄运

不断，但是她愈挫愈勇，一直咬牙坚持

着，承担起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努力维

系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不等不靠
用勤劳书写一段脱贫的艰辛历程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仁里镇党

委政府和第一书记的帮助下，动员社会力

量，集资 10 余万元，为鲁兰英盖起了楼

房。鲁兰英一家住进了崭新漂亮的新

房。对于外界的帮助，鲁兰英感激的同时

也没有停止勤劳的步伐。她利用村里实施

旅游开发的大环境，在农家乐一边打工一

边学习，既挣到了工钱，又学到了技术。自

罗家桥村桃花节和采摘节开办以来，鲁兰

英凭借极具特色的乡土系列饮食吸引了

许多游客。每年“两节”收入颇丰。

房子修起来了，农家乐办起来了，鲁

兰英也更加忙碌了。既要照顾重病在

家 的 公 婆 和 丈 夫 ，又 要 抚 养 年 幼 的 子

女，还要为修房、办农家乐的事情到处

奔波。有时村里的人看到她就说：“你

那么贫困，党委政府会给你想办法，你

何必那么累哟！”鲁兰英笑笑说道：“感

谢党委政府的帮助，但是自己也要争气

呀！”就这样，鲁兰英对公婆不离不弃，

脱贫不等不靠，抓住机遇，用勤劳的双

手不断改善家庭生活，为全村贫困户脱

贫致富树立了榜样。

如今，儿子在外打工赚钱，大女儿已

经外嫁，小女儿特别懂事，学习成绩也不

错。鲁兰英种了 3 亩桃树、枇杷，喂猪 6
头，养鸡养鸭 40 余只，在村里打工每月有

工资，全家年收入 7 万余元，于 2016 年顺

利脱贫摘帽。

感恩奋进
积极奔走坚定贫困群众脱贫信心

鲁兰英的事迹被村民广为传颂，罗家

桥人也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

望，更加坚定了自己脱贫的信心。脱贫

攻坚工作推进以来，村里传得最广的一

句话就是“人家鲁兰英一家都能脱贫，我

们难道还脱不了贫吗”。

鲁兰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着党

委政府的关心和帮助。桃花节期间，因

修临时停车场要占用部分村民土地，大

家有抵触情绪。鲁兰英主动站出来，挨

家挨户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易地扶贫搬

迁，部分老人不愿搬离自己的老房子，鲁

兰英在休息之余跟随镇村干部入户讲政

策、做工作，使得易地扶贫搬迁顺利实

施。就这样，鲁兰英用她的奔走回报着

社会，不断展现着一个平凡农村妇女勤

劳的品质。

兰花傲放田野间
——小记仁里镇罗家桥村村民鲁兰英

鲁兰英，女，1969 年出生，拉姑族。

1992 年，鲁兰英远嫁仁里镇罗家桥村。面对前夫因病身亡，她带着年

老的公公婆婆和年幼的儿女改嫁。面对现任丈夫重病，她承担起两个家

庭的重担。在党委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帮助下，不等不靠，用勤劳的双手不

断改善着生活，谱写了一位坚强、勇敢、勤劳农村妇女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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