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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大英建县 20 周年。 20
年来，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五位一体”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为充分展示大英建县 20 周

年来取得的丰富经验和辉煌成就，宣

传和表扬为大英改革发展稳定做出重

要贡献的先进人物，按照中共大英县

委办公室、大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大英建县 20 周年系列宣传

文化活动的通知》(大委办〔2017〕87
号 )部署要求，决定在全县开展“影响

大英十件大事”“大英十大时代标兵”

“感动大英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具

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评选条件

（一）“影响大英十件大事”评选条件
按照“事件重大、影响深远、典型

代表”的总体原则，推选在 1997-2017
年期间，对大英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

建设产生重大或深远影响的事件。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围绕全面小康目标，引进和建

设重大项目，加快主导产业发展，对

促进大英发展历史性跨越起到重大影

响和重大推动作用的事件；

2.围绕改革创新，探索发展新路，

破解发展难题，受到全国关注和推

广，对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

生态建设攻坚转型起到重大影响和重

大推动作用的事件；

3.围绕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

在文化、艺术、平安建设等领域获

得国家荣誉，对大英从“集镇文明”向

“城市文明”跨越转变起到重大推动

作用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4.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

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群团发展等

方面产生重大或深远影响、具有代表

性的事件。

（二）“大英十大时代标兵”评选条件
推选的“大英十大时代标兵”，应

长期在大英工作且目前在岗，没有受
过纪律或行政处分，无违法犯罪等不
良记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杰出贡献者。在推动大英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稳
定、生态文明建设等过程中，做出杰
出贡献，获得中、省荣誉并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的代表性人物；

2.创新创业者。扎根大英创新创
业，勇于改革创新，在各领域、各行业
取得显著成绩，获得重大科研成果或
引领经济实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的人物；

3.爱岗敬业者。有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严守职业规范，业务能力

突出，在本职岗位上成绩突出，多次

受到县级以上表扬，在服务对象中受

到广泛好评的代表性人物；

4.扶贫帮困者。热心扶贫事业，

积极参与部门帮扶、“一对一”帮扶及

社会扶贫，取得显著帮扶成效，得到

社会认可和群众公认，具有示范带动

作用的典型性、代表性人物。

（三）“感动大英十大人物”评选条件
推 选 的“ 感 动 大 英 十 大 人 物 ”，

应符合时代价值取向，个人品德高

尚，群众公认，事迹感人，彰显传统

美德和良好风尚，具有较强的教育

意义和示范作用。并具备下列事迹

之一：

1.社会公德模范。在国家、集体

和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

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减少国家、集
体和个人财产损失；或挺身而出，及
时拯救受伤、疾病、溺水等群众；或见
义勇为，敢于同一切不法行为作斗
争，积极协助追捕犯罪嫌疑人或提供
重要线索，为侦破重特大案件做出贡
献的代表性人物。

2. 职 业 道 德 模 范 。 严 守 职 业 规
范，在工作中公平公正，办事公道，信
守契约，优质服务，得到群众广泛认
可；或诚实守信，一诺千金，忠实履行
诺言；或以信立业，诚信经营，赢得群
众良好口碑的代表性人物。

3.家庭美德模范。孝敬父母，长
期悉心照料家中老人，使他们享受

人生幸福；或关爱子女，夫妻和睦，

兄弟姐妹团结友爱，家庭生活温馨

和谐；或在家人和亲属有伤病等困

难 情 况 下 ，做 到 不 离 不 弃 、守 护 相

助、患难与共，赢得群众赞颂；或经

常对遭遇不幸或遭受灾害者奉献爱

心，长期帮助邻里排忧解难的代表

性人物。

4.个人品德模范。发扬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精神，长期坚持无偿帮助困

难群体和弱势群体，在捐资助学、扶

困助残、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公益

性活动中表现突出；或拾金不昧，捡

到重大财物及时归还失主，不图回

报；或在抢险救灾中，奋力排除险情，

保护国家、集体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代表性人物。

二、评选程序

整个评选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广泛推荐（2017 年 10

月 9日—10月 25日）
各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和时段发

布《“影响大英十件大事”“大英十大

时代标兵”“感动大英十大人物”评选

活动实施方案》。采取各口推荐、群

众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积极推荐

申报候选大事、候选人，各口长单位

组织成员单位分别推荐 3—5 件大事

及 3—5 名“时代标兵”、“感动大英人

物”候选人，各镇乡，园区、社区推荐

1—2 件大事及 1—2 名“时代标兵”、

“感动大英人物”候选人。

推荐单位或个人填写《“影响大英

十件大事”推荐表》《“时代标兵”推荐

表》《“感动大英十大人物”推荐表》

（推荐表可登陆西部大英网活动页面

下载）后，于 10 月 25 日前将《“影响大

英十件大事”推荐表》纸质文档和电

子文档报送至县委办，联系人：任超，

联系电话：0825—7823017，电子邮箱：

942661785@qq.com；将《“ 大 英 十 大 时

代标兵”推荐表》《感动大英十大人物

推荐表》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报送至

县委宣传部，联系人：黄鑫，联系电

话 ：0825—7822159，电 子 邮 箱 ：

362898785@qq.com。

第二阶段：筛选投票（2017 年 10
月 26日—11月 16日）

根据推荐材料和评选要求，由县

评选委员会对候选大事、候选人进行

考察评比，筛选确定 20 件候选大事、

20 名时代标兵候选人、20 名感动大英

人物候选人。并分别征求公安、纪检
（监察）、安监、税务、环保、信访、卫计
等部门意见，对有违法违规事件或曾
造成不良影响的，取消参选资格，实
行依次递补。候选大事、候选人确定
后，在西部大英网和西部大英圈子微
信公众号开通公众投票渠道进行网络
投票。

第三阶段：结果公示（2017 年 11
月 17日—12月 17日）

根据投票情况，综合公众的投票
得分（占评分的 40％）和评选委员会

评分（占评分的 60％）得出综合分数，

产生“影响大英十件大事”“大英十大

时代标兵”“感动大英十大人物”正式

名单。并将结果提交县委常委会议审

定后，在遂宁日报·大英专刊、西部大

英网、广播电视台等媒体上公布评选

结果。

第四阶段：宣传报道（2017 年 12
月底）

从 2017 年 12 月 18 日起，县内主要

媒体对“影响大英十件大事”“大英十

大时代标兵”“感动大英十大人物”进

行宣传、报道。

三、评选机构

（一）主办单位
中共大英县委 大英县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县委办 县政府办 县委宣传部

（三）评选委员会
主 任：江 平

副 主 任：吴红彬 赵维强 代 萍

成员单位：县委办、县政府办、县

纪委（监察局）、县委组织部、县委宣

传部、县委政法委、县委老干局、县人

社局、县国土局、县环保局、县农办、

县旅游局、县规划局、县公安局、县信

访局、县安监局、县国税局、县地税

局、县文明办、县发改局、县经信局、

县投促局、县卫计局、县金融办、县志

办、县财政局、县住建局、县交运局、

县民政局、县农业局、县教育局、县工

商质监局、县文广新局、县总工会、县

妇联、团县委、县新闻中心、县电视

台、遂宁日报·大英专刊

（四）参加媒体
遂宁日报·大英专刊

西部大英网 县电视台

西部大英圈子微信公众号

附件：1.“影响大英十件大事”推
荐表

2.“大英十大时代标兵”推荐申请
表

3.“感动大英十大人物”推荐申请
表

“影响大英十件大事”“大英十大时代标兵”
“感动大英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备注：1.300 字的事迹材料要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姓名、年龄、住址、职务和

与推荐类别相一致的简要事实概括）；

2.1500 字的事迹材料必须详尽具体，要写出与人物相关的典型事例，不得

虚构和夸大。

备注：1.300 字的事迹材料要包含个人基本情况（姓名、年龄、住址、职务和

与推荐类别相一致的简要事实概括）；

2.1500 字的事迹材料必须详尽具体，要写出与人物相关的典型事例，不得

虚构和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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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十大时代标兵”推荐申报表 “感动大英十大人物”推荐申报表
附件2 附件3

本报讯（黄燕芳 全媒体记者 蒋
亮）为全面推进行政权力平台规范化

运行，大英县国土资源局强化责任落

实，重全面、重基础、重监察，实现行

政权力网上运行实时监察。截至目

前，录入案件 808 件，结案 808 件，未

有预警案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实现了

行政权力网上规范、透明、高效运行。

该局通过责任落实重全面。对涉

及国土的 114 项行权清单进行全面梳

理，及时修改、增补行权平台运行事

项，做到应公开全公开。同时完善审

批运行流程图，优化平台系统；责任落

实重基础。结合全局工作职责分工，

确保行权事项纳入平台运行的各责任

股室专人负责前期行政权力清理和案

件数据处理，对平台运行中产生的预

警报警进行自我监控并及时清理、查

找原因和完成整改，推进行政责任落

实；责任落实重监察。局监察室对 114
项涉及国土行政权力事项的网上运行

情况进行监察，实时监控平台运行事

项，综合平台预警与风险信息对权力

运行情况进行不定时检查，确保发现

预警及时督办，排查风险分析，确保监

督到位。

县国土资源局

推进行政权力规范运行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成红月）
为了让老干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积极地“展示阳光心态、

体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近

期，县老干部局突出“四抓”助老干

部 学 法 、懂 法 、用 法 、传 法 ，助 力 依

法治县，为党和人民事业增添正能

量。

抓学习，强意识。抓住一月一次

的政治学习例会，组织全体老干部及

老干部工作者进行会前集中学法，抓

送学上门，大力营造老干部及老干部

工作者学法氛围。

抓组织，强基础。建立健全离退

休干部党支部，引导支部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支部积极引导老党员学习法

律、组织老党员进社区、到人群聚集

地讲法，积极传递正能量。

抓 活 动 ，聚 活 力 。 围 绕 依 法 治

县，老干部艺术团积极创作小品、诗

歌、快板、书画、舞蹈等作品，围绕县

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紧扣依法治县主

题，积极筹备正能量宣传活动，让老

干部学法、懂法、用法、传法。

抓阵地，传能量。抓住离退休干

部党支部、关工委、老体协，老年大学

等阵地，积极组织老干部活动中心、

老干部艺术团法治活动开展，助力老

干部发挥政治、经验、威望优势，积极

传递法治正能量。

县老干部局

“四抓”助力依法治县

本报讯（谢颖 全媒体记者 成红
月）为进一步落实客运企业源头监管

责任，加强客运车辆及驾驶人的日常

监管，严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近日，县交警大队前往辖区通达

公司、大运公司、公交公司开展安全

大检查。

检查过程中，县交警大队相关负

责人对辖区企业各项安全生产监管

制度的建立、落实情况，车辆进出站

例检登记情况、驾驶人教育培训情况

等逐一检查。着重对企业 GPS 动态

监管系统 24 小时专人值守情况、运行

轨迹，以及违法驾驶人教育处罚情况

进行检查。并对照《安全生产大检

查手册》逐一检查，如实填写了检查

情况，提高大检查工作的指导性、专

业性。

就如何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随后还组织企

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等召开了座谈

会，并提出相关工作要求。

县交警大队

开展客运企业安全大检查 千年北国塞罕坝，林茂草丰禽兽家。

木兰围场皇家苑，避暑康熙乐哈哈。

清末国穷垦围场，原始森林荡无渣。

茫茫荒原人罕至，从前美景埋黄沙。

一九六二建林场，植树造林机械化。

高寒高岭树难活，封区种苗浇幼芽。

千难不撼愚公志，万苦播绿韧不拔。

代代接力林为伴，半余世纪无火发。

监控楼高瞭望远，巡山护林防盗伐。

秃山红岭织锦绣，荒漠绿妆绽奇葩。

林海茫茫百万亩，漫山遍野桦松杉。

飞禽走兽归福地，绿水青山护京华。

绿色发展堪典范，人间奇迹环球夸。

赤县当师塞罕坝，金山银水富中华。

十亿神州齐撸袖，复我伊园国永嘉。

本报讯 日前，农行大英县支行

成功与大英县农业局签订全省首个

信息进村入户与普惠金融合作协

议。此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该行

与县农业局将合力打开县域服务

“三农”的新局面。

作为大英县资产规模最大、服

务网点最多、服务客户最广的国有

商业银行，协议签订后，农行大英县

支行将充分发挥“三农”渠道、网

络、产品等优势，为大英县农业局牵

头组织的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提供金

融服务。按照《合作协议》，农行将

为全县广大农民提供惠农卡发放、

助农服务点布放、便民服务项目平

台对接、农户经营贷款投放等金融

服务，积极解决网点布局不足问题，

着力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合作

双方将通过例会制度、座谈交流、业

务考察、课题研究等方式进一步融

洽、紧密合作关系。

今后，双方将以合作协议为蓝

本，畅通沟通机制，深化合作关系，

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助推地方农业

农村信息化水平和金融服务普惠化

能力纵深发展。 （岳易）

农行大英支行签订全省首个
信息进村入户与普惠金融合作协议

郪江诗语

今昔塞罕坝
余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