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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10 月 30 日，省委政法

委副书记、省综治办主任杨勇到大英调研综治、大调

解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周霖临，县委副书记、县长胡铭超，县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宋建军，副县长、县公安局长陈小平陪同调研。

当天，杨勇一行前往卓筒井镇立山新村、县交警大

队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室、花园街社区、县社区戒毒康复中

心、县综合治理中心，通过看现场、听汇报，详细了解了大

英县“雪亮工程”、全县综治和大调解等工作情况。

杨勇对大英全县综治和大调解等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希望大英要加强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提

升信息平台的应用水平，为全县综治和大调解等工

作提供保障；要强化信息安全管理，规范使用相关

设备设施，加强人员培训，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加强全县综治和大调解等工作的宣传，广泛动员

群众主动参与平安建设，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

杨勇到大英调研综治、大调解工作时强调

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县委五届33次常委会召开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四川省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精神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10 月 30 日，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杨颖一行深入大英县金元镇峦苍柏村、蓬莱镇柏岭村实地

督导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推进情况。他要求，要补齐短板、抓好落

实，确保年度脱贫目标任务完成。

峦苍柏村、柏岭村是 2017 年拟脱贫贫困村。杨颖分别视

察两村文化室、卫生室建设和运转情况，实地了解了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建设、村级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工作落

实和推进情况。

时刻关心贫困户生产生活问题，是此次督导的重要内

容。在峦苍柏村贫困户漆明才家，柏岭村唐先前和李昌吉

家，杨颖关切地询问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经济收入情况。杨颖

反复叮嘱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干部，要给老百姓算“明白

账”，把扶贫政策和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贫困户的身上，确

保他们真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 （紧转02版）

杨颖到联系村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补齐短板 抓好落实
确保年度脱贫目标任务完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10 月

30 日，县委书记蒋喻新主持召开县委五届

33 次常委会。县委副书记、县长胡铭超，

县委副书记江平，县委常委吴红彬、杨成

平、赵维强、魏挺、代萍、宋建军、胡文虎、杨

仕勇、谭银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付华勤，县政协主席张钰，县领导杜锐、陈

立国、邓兰英、何涛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省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遂宁市传达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会精神。会议指出，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

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

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做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的

胜利召开，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进步指

明了前进方向，为我们党继续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

治基础。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按照

“全面、精准、深入”的总要求，精心组织

学习宣传，积极探索开展一系列结合群

众实际，方法灵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民积极参加学

习的浓厚氛围，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

全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突出实效

抓培训。分期分批培训，理论与实践要

高度一致；在搞懂上下功夫，绝不能片面

理解；在做实上下功夫，学以致用，知行合

一。要结合工作抓深入，确保学习质量。

特别要以省委、市委当前指出和落实的重

点工作相结合，抓好落实。会议指出，当前

离年底只剩下两个月时间，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转化为做

好当前工作的强大动力，按照既定部署，进

一步强化举措、对标补短，将稳增长、脱贫

攻坚、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牢牢地抓在手

上，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提早

谋划明年工作，研究制定明年发展方案，扎

实做好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等项目前

期工作。要深入开展“走基层”活动，深入

贫困村、贫困户开展走访慰问，落实好困难

救助救济政策，将党委、政府的关爱送到

群众心坎上。

会议传达贯彻了市依法治市领导小

组第八次会议暨全市依法治市工作推进

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全县各级各部

门务必高度重视，牢固树立依法治理意

识，增强系统学习、掌握、运用法律知识

的行动自觉。要层层压实责任，领导干

部要切实担负起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理

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的重大责任，

相关镇乡（社区、园区）特别是主要负责

人要切实履行好法治建设责任，推动相

关工作落地落实。要对标年初目标任

务，进一步总结成绩经验，打造特色亮

点，体现大英依法治理成效，确保圆满完

成全县依法治县年度目标任务。

会议听取了《阳光问廉》第四期关于

隆盛镇污水直排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

议要求，要高度重视隆盛镇污水直排问

题，切实加快问题整改，不断改善居民生

产生活环境。同时，要对中央第五环保

督察组、西南环境保护督察中心、市委督

察组及县内自查的环境问题不能有一丝

一毫懈怠，必须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如期

整改到位，不断提升全县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

会议还听取了全县“两学一做”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情况汇报和近期党风

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工作情况汇报，并提

出工作要求。

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会前还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 刘佳利）
10 月 28 日，大英召开建县 20 周年暨重阳

节老干部座谈会，会议邀请大英历届县

级老领导及全县离退休干部欢聚一堂，

共叙友谊，话昨天论今天，谋划未来。县

委书记蒋喻新出席会议，县委副书记、县

长胡铭超主持会议，县领导付华勤、张

钰、江平、杨成平、赵维强、魏挺、代萍、宋

建军、胡文虎、谭银、陈立国、文林、何涛

参加会议。

蒋喻新说，回顾过去 20 年走过的历

程，风风雨雨，凝聚了五届全体干部的共

同努力。值此重阳佳节来临之际，代表

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老干部

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蒋喻新说，1997 年 12 月 28 日是一个

永恒的日子，大英正式建县，从此，大英

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建县 20 周年，大

英 的 发 展 与 时 俱 进 ，发 展 思 路 日 渐 完

善。从一届县委提出的“基础设施开路、

第三产业起步、农业基础加固、工业兴县

致富、社会全面进步”战略思路到如今的

把大英建设成为成渝经济区产业发展新

高地、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成渝城市群

区域副中心城市“两地一心”战略目标，

历届县委的好思想好理念在继承与创新

中得到秉承和发扬，发展取向等也日臻

清晰。建县 20 周年，历届县委、县政府励

精图治，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地区生产

总值由 1998 年 11.28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

142.33 亿元，年均增长 15%；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由 1998 年 0.36 亿元增长到

2016 年 5.72 亿元，增长 14.89 倍，年均增

长 16.6% ；三次产业结构由建县之初的

53.5:19.8:26.7 调整为 17.2:55.2:27.6。建县

20 周年，我们改革开放不停步。改革全

面纵深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特别是

招商引资，2016 年全县到位市外资金突

破 57 亿元，累计引进亿元以上企业 15
户；创新活力不断释放，特别是科技水平

得到全面的提升。截至目前，全县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4 家，省级创新型

企业达到 8 家，专利申请量达到 906 件，

大英企业未来发展潜力非常足。建县 20
周年，城乡面貌日趋改善。城市实现了

美丽的蝶变，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交通路

网互联互通，水利建设成效显著。建县

20 年，我们千方百计惠民生，幸福指数显

著提升。社会事业成绩斐然，社会保障

水平全面提高，社会环境和谐稳定，“平

安大英”建设深入推进，建县 20 年来未发

生一例重特大安全事故。建县 20 年，我

们 固 本 培 元 强 党 建 ，党 的 事 业 全 面 进

步。思想政治建设持续深化，干部队伍

建设坚强有力，基层组织建设全面过硬，

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凸显。

蒋喻新说，大英建县 20 年的历史，是

一部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奋斗史，是一

部顽强崛起、激人奋进的发展史。20 年

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的正确指引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铭刻着大英人民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

前进足迹，凝聚了历任领导、各级干部创

新实干、无私奉献。取得的成绩来之不

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实践影

响深远。

蒋喻新说，当前，大英正处在后发赶

超、跨越崛起关键时期。新起点就是我

们的新希望，新征程在召唤我们所有的

大英新勇士。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

坚定传承和发扬“八百勇士”精神，始终

保持发展定力，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扛

起富民强县的历史重任，以“千磨万击还

坚劲”的毅力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推

动工业提档升级、农业提质增效、服务业

提速扩量，坚持走城乡统筹、改革开放、

绿色生态的发展道路，做好“精品旅游”

“全域旅游”“智慧旅游”三篇文章，抓好

党的建设、民生民计、法治建设三件大

事，加快建设“两地一心”，力争早日建成

成渝经济区产业发展新高地、世界知名

旅游目的地、成渝城市群区域副中心城

市。

当天，老干部们还参观了飞亚曲轴、

通仙乡普陀村花椒产业园、浪漫地中海等

地，对大英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表示

肯定，对大英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老干

部们纷纷表示，今后要继续发挥余热，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

作，积极发挥参谋和桥梁作用，为大英建

设“两地一心”做出新贡献。

大英召开建县 20周年暨重阳节老干部座谈会

叙友谊话昨天论今天谋未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金秋

时节丹桂飘香，扶贫捐赠再献爱心。 10
月 27 日，由县委、县政府主办，县委宣传

部、县脱贫办、县工商联、县民政局承办

的，以“贯彻十九大精神，确保脱贫攻坚

再战再胜，让爱在阳光下传递”为主题的

扶贫捐赠活动在新城区人民广场举行。

县委书记蒋喻新，县委副书记、县长胡铭

超，县政协主席张钰，县委副书记江平等

县级领导出席捐赠活动。

蒋喻新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

入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是 我 们 党 的 庄 严 承

诺”。再次要求“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

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

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响亮号召。这充分

证明，到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

全面小康，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

任务和中心工作。

蒋喻新指出，今天开展的“让爱在阳

光下传递”脱贫攻坚主题活动，既是传递

大爱精神，树牢民生导向；更是吹响攻坚

号角，激励全县前行。蒋喻新代表县委、

县政府向踊跃献出爱心的企业家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向不甘贫困、自强不息的全

县贫困群众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

持、参与大英脱贫攻坚事业的社会各界

人士表示真诚的感谢。

脱贫攻坚重在落实，蒋喻新要求，全

县上下，必须以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整合

帮扶力量，完善县级领导、帮扶部门、驻

村工作组、第一书记、农技员以及非公

企 业、金 融 村 官“5+2”帮 扶 体 系 ，始 终

“念兹在兹、唯此为大”；始终与人民群

众打成一片，坚持从群众中汲取养分、

收获力量。要进一步精准帮扶方式，积

极宣传政策，落实措施；细算收入，严格

对标；畅谈变化，加油鼓劲，让贫困群众

真正感党恩、跟党走。要进一步巩固帮

扶成果，立足“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实 现 脱 贫 ”的 最 终 目

标，聚焦产业扶贫这条主线，用好资本

联投、生产联营、经营联动、效益联赢、

风险联控“五联”机制，加快产联式合作

社建设，切实增强贫困群众增收致富能

力。

党的十九大再次吹响了脱贫攻坚伟

大战役的集结号和冲锋号，蒋喻新号召，

全县广大干部必须坚定毅力和信心，亮

出干劲和作风，百倍用心、千倍用力，举

全县之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胡铭超宣读了市县脱贫攻坚表扬文

件，彭学珍、陈志勇、谭恢军等 3 人获得

遂宁市 2017 年脱贫攻坚奖，张斯俊、李德

荣、唐彪 、陈克辉、蒋蕴、李明等 6 人获得

大英县 2017 年脱贫攻坚奖。

江平宣读了《扶贫捐赠倡议书》。

捐赠活动上，全县企业、社会组织以

及爱心人士代表进行了捐赠，累计捐款

捐物价值 351 万余元。

大英举行“让爱在阳光下传递”扶贫捐赠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10 月 26
日，县委书记蒋喻新率队先后来到大英

至遂宁快捷通道、郪江生态湿地公园、火

象路建设现场督导建设推进工作。县委

常委、县委办主任、县总工会主席赵维

强，副县长邓兰英参加督导活动。

在大英至遂宁快捷通道隆盛段，蒋喻

新听取了交运部门就工程推进情况和隆

盛镇相关负责人就杜家寨村打造旅游新

村情况的汇报。快捷通道大英段是遂宁

市农业产业大环线的重点路段之一，全

长 14.87km，这条道路不仅是高速公路之

外，大英通往市城区的交通要道，更是带

动沿线农民增收的致富跑道，也是发展

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的景观大道。

蒋喻新要求，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快捷

通道建设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强化指挥调

度，严把工程质量关，严守安全规程，全力

加快建设步伐，确保快捷通道在年底前全

线贯通，促进大英经济社会发展，为群众便

捷出行提供有效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实

际，科学规划道路出入口，让道路建成后能

有助于沿线村落的发展，带动群众致富。

尤其是杜家寨村，要充分利用快捷通道的

优势和村落自身的生态优势，积极提升环

境，加快推进新村建设，把杜家寨村打造成

以旅游休闲为特色的幸福美丽新村。

郪江生态湿地公园 B 区已于 2014 年开

工，2016年 9月竣工并投入使用。A区、C区

已于 2017 年 6 月动工建设，目前公园场地

整理已完成，已进入绿化阶段。项目建成

后将极大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大英城市

品质，方便市民休闲、娱乐、生活。蒋喻新

现场查看施工进度，与建设业主方、施工

方、监理方一起探讨规划方案和建设推进

方案，强调湿地公园的建设关乎一座城市

的品质提升，关乎民生意愿，相关责任方要

千方百计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促进项

目尽早投用、发挥效益。

在建中的火象路全长 2.625km，按四级

公路 6.5m 宽标准建设，桥梁按城市桥梁

25m宽标准建设。目前，全线路基已基本建

成，即将进入沥青砼铺设阶段。在火象路，

蒋喻新边走边看，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他

要求，相关部门、镇乡要及时排查解决项目

遗留问题，加大对项目施工进度及质量等

方面的监管力度，在确保项目安全和质量

的同时，加快推进项目施工进度。

蒋喻新到卓筒井镇蓄金村督导脱贫攻坚时强调

全力打好脱贫攻坚冲刺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习近平总书记于 10 月 25
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

掉队。”当天下午，县委书记蒋喻新前往卓筒井镇蓄金村督

导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精神和

十九大报告精神，实字当先、干字当头，全力打好脱贫攻坚

冲刺战，确保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连战连胜。

“今年油桃价格怎么样？”“果农收入比去年有没有增

加？”油桃作为卓筒井镇的支柱产业，蒋喻新十分关心目前

的产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了今年油桃的营销、质量等相关

情况，并和镇村干部群众一起探讨油桃的发展前景。蒋喻新

要求，卓筒井镇要加大对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油桃种植技

能培训，优化种管技术，不断提升油桃质量，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 （紧转02版）

蒋喻新开展“敬老月”慰问活动

让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尊老、敬老、孝老、爱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0 月 26 日，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

县委书记蒋喻新来到回马镇集中看望慰问敬老院老人，入户

看望慰问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给他们送去了党委、政府的

关心和问候。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县总工会主席赵维强

参加慰问活动。

在回马镇中心敬老院，蒋喻新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

府、县政协向老人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并叮嘱敬老院的工

作人员，要照顾好老人们的生活起居，认真做好服务工作，

让老人们在敬老院住得舒心、开心。蒋喻新同时希望老人们

在闲暇之余也可以通过适当劳作、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

等多种方式颐养身心，安享晚年。

在夏家沟村和文武村，蒋喻新一行入户看望了高龄老人

李德祥和百岁老人冉隆珍。 （紧转02版）

胡铭超深入隆盛镇老虎坡村督导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全力以赴奋力攻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10 月 27 日，县委副书记、县

长胡铭超深入隆盛镇老虎坡村督导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

强调，要全力以赴奋力攻坚，坚持问题导向对标补短，层层

传导责任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县政府办、县扶贫移

民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督导活动。

胡铭超一行实地查看了解老虎坡村产业发展、村级道路

建设、村集体收入、村级阵地建设的情况。老虎坡村在产业

发展上积极引进龙头企业、致富能人发展以种植瓜蒌、养殖

小龙虾为重点的农业产业，正逐步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

富，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胡铭超对隆盛镇及相关帮扶单位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

他强调，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是关键，要因地制宜坚持走特色

发展、规模发展之路。坚持产业长短结合凸显特色，积极探

索村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壮大村集体经济。 （紧转02版）

10 月 26 日上午，遂宁市第六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大

英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共有 17 个代表队参赛，竞赛

项目分为团体、单打、双打三个大项。经过 4 天的激烈比拼，

船山区代表队获得老年男子团体、成年女子团体两个第一

名，川中油气矿代表队夺得老年女子团体、成年男子团体两

项桂冠，青少年乙组男团和青少年乙组女团冠军宝座分别被

大英县和蓬溪县夺走。 （全媒体记者 陈波 摄）

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新时代 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新征程 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新作为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蒋喻新督导重大民生工程和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

加快建设进度 促进民生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