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勇慰问优秀人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2 月 9
日，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勇率队来

安居区看望慰问优秀人才王振辽。

据了解，王振辽是四川迈高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总经理，近年来，在他的带

领下，公司发展蒸蒸日上，2017 年成功

申请为市高新企业。作为安居区人大

代表，王振辽积极承担脱贫攻坚政治责

任，做到就业扶贫、技术扶贫、捐助扶贫

等多措并举，齐头并进，努力实现了企

业发展与贫困户脱贫双赢局面。

在迈高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蒋勇与

王振辽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了他的工作

情况、企业的生产情况。在送上节日祝

福和慰问的同时，蒋勇指出，希望他在

新的一年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继续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同时，蒋勇强调要进

一步重视人才培养，营造更为周到的环

境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发展得更好。

熊杰慰问老干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2 月 12
日，区委副书记熊杰代表区委、区政府

慰问了原区政协副主席田维森，向他送

去节日的祝福。

在走访慰问中，熊杰与田维森亲切

交谈，关切询问他的家庭状况和日常生

活情况。在回忆田维森过去的工作经

历时，熊杰衷心感谢他多年来为安居区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衷心祝愿他

健康幸福。

同时，熊杰叮嘱随行的有关部门负

责人一定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

管理工作，尽量满足老干部需求，尽力

帮助老干部解决好困难和问题，切实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干部身边。

肖舰到玉丰镇慰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2 月 12
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带着区

委、区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和祝福，慰

问了原玉丰镇人大主席唐振全。

在 唐 振 全 家 中 ，肖 舰 与 他 促 膝 交

谈，详细了解老同志退休后的生活情

况，并向他介绍了目前安居的建设情

况。当得知唐振全在退休后依然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帮助留守儿童，参加支

部活动、老有所乐时，肖舰非常高兴和

感动。

肖舰还叮嘱随行的相关单位负责

人，要一如既往地尊重老领导、关爱老

同志，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老干部工

作，让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魏毅 聂洪到拦江镇慰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2 月

9 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

席魏毅，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

带队深入联系帮扶点拦江镇开展春节

慰问活动。

在拦江镇镇政府，魏毅、聂洪一行

集中看望慰问了贫困低保户、残疾人、

贫困教师、医保重症病人等困难群众和

退休老干部，为他们送去党委政府的新

春问候和祝福。随后，魏毅来到拦江镇

四益湾村和大益湾村，每到一村，魏毅

都详细了解了两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等工作情况，并走访看望了部分

贫困户，为他们送上慰问金以及新春的

祝福，鼓励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过好年的同时谋划好来年的生产。

最后，魏毅一行还来到保石镇，看

望慰问了部分贫困群众，详细了解了他

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为他们送去了慰

问金，鼓励他们要树立脱贫信心。

张雷到聚贤镇慰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余坤洋） 在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2 月 8 日，区委常

委、区人武部长张雷深入聚贤镇开展春

节慰问活动。详细了解困难群众生活

情况，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在聚贤镇镇政府，张雷集中慰问了

优抚对象、五保老人、离退休干部、孤儿

等共 8 名慰问对象，张雷与他们亲切交

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产生

活情况及面临的困难等，并鼓励他们要

相信党和政府，坚定信心，努力提升生

活品质。张雷表示，在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区委、区政府没有忘记基层困

难群众，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

进，未来农村经济将越来越好，希望大

家要对未来充满信心，保持积极向上的

乐观情绪。

杨冬梅到安居镇慰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2 月

9 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率队前

往安居镇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百岁老

人，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在烟家坝村百岁老人邓伯珍家中，

杨冬梅将慰问金和慰问品送到老人儿

子手中，叮嘱老人家属一定要照顾好老

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要让老人有一

个幸福的晚年。杨冬梅走到身体不适

卧床休息的老人床边，仔细询问老人的

身体情况，叮嘱她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今年 71 岁的优抚对象卢成康年老

多病，杨冬梅为他送上慰问金和慰问

品，祝福他春节快乐，希望老人保重好

身体，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当

天，杨冬梅还集中慰问了十几户困难群

众，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杨敏到柔刚街道办慰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2 月 8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敏前往柔

刚街道办，为困难群众送去新春的慰

问。

在柔刚街道办事处市民服务中心，

杨敏集中慰问了十余名五保户、优抚对

象、贫困教师、孤儿等困难群众，为他们

送上米、肉、油等物资和慰问金，并叮嘱

街道办、社区干部要把困难群众的冷暖

放在心上，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确

保他们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随后，杨敏入户走访了家住三合碑

社区的优抚对象代国忠，关切询问他家

的情况，杨敏送上了慰问金和慰问品，

并致以新春祝福。

当天，杨敏还慰问了 104 岁的贫困

高龄老人简明秀，为她送去了慰问品、

慰问金和节日的祝福，并叮嘱老人要好

好保重身体，幸福安享晚年。

陈发友到白马镇慰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2 月 8
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陈发友深入白

马镇开展新春慰问，为五保户、优抚对

象等困难群众送去节日的祝福。

家住白马镇庙滩村 3 组的低保户孙

树全，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加上儿子

在两年前不幸遭遇车祸，老两口抚养孙

女，家里主要靠老伴打扫村里清洁、做零

活为生。陈发友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为

他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并嘱咐老人要

安心养病，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随后，陈发友一行慰问了退休老干

部陆祖富。陆祖富担任乡镇干部多年，

退休后仍不断发挥自身余热，深入乡

镇、村组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陈发友

说，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你做出的贡献，

希望你继续发挥余热，做好党和政府的

传声人。

当天，陈发友一行还前往低保户周

满玉家中进行了慰问。

冷强军到分水镇慰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2 月 8
日，副区长冷强军前往分水镇，看望慰

问困难群众，为他们带去节日的祝福。

家住魏家沟村的贫困老党员陈相

山，今年 89 岁，患尿毒症多年，每周至少

要做两次透析，家庭条件困难。冷强军

了解情况后，为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

金，鼓励他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勇敢面对困难。今年 86 岁的陈秀

莲，子女智力低下。冷强军一行专门徒

步前往她家为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

并希望老人能够在多方帮助下安享晚

年。

当天，冷强军还慰问了其他困难群

众，祝福他们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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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召开2017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总结
交流会

大力传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2 月 8 日下午，安居区召开

2017 年度西部计划志愿者总结交流会。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出席会议并讲话。团区委、全区各服务单

位分管领导以及全体安居西部计划志愿者参加了会议。

据了解，2017 年，安居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

办公室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指导

志愿者立足本职工作岗位，拓展志愿服务领域，促进了项目

稳步实施。

魏毅希望，志愿者们要大力传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深

入融入志愿团体，做好志愿者工作，真正热爱志愿工作；积

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坚定不移立

足志愿服务岗位，助力安居经济发展，为建设繁荣幸福安居

贡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还表彰了 2017 年度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

安居区召开2018年严重精神病患者服务管理
工作培训会

加强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全面加强全区精神障碍

患者服务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2 月 8
日，安居区召开 2018 年严重精神病患者服务管理工作培训

会，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出席会议。

据悉，近年来，安居区统筹推进全区精神卫生各项工作，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检出率、管理率、治疗率显著提高，管理治

疗不断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总体成效显著。

魏毅强调，精神卫生问题不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还是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实工作，消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

肇祸隐患。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

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做到工作到岗、责任到人。相

关部门和乡镇要完善服务网络工作机制、加强救治管理和宣

传教育，强化督导检查，共同推进全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

理治疗工作再上新台阶。

据了解，此次培训会为期 3 天，将主要围绕制度解读、管

理规范等主题进行培训。

肖舰到三家镇长安村开展2018年脱贫攻坚
工作动员会

进一步梳理脱贫规划方案
带动贫困户共同脱贫奔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为扎实做好贫困村各项帮

扶工作，确保 2018 年脱贫攻坚取得实效，2 月 7 日，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深入联系村三家镇长安村，开展 2018 年

脱贫攻坚工作动员会。

据了解，三家镇长安村共有贫困户 61 户 171 人，主要致

贫原因为因病、劳力丧失、生产结构单一等因素。肖舰指

出，长安村村两委和第一书记要认真研究国家相关政策，进

一步梳理脱贫攻坚规划方案，做到近期规划翔实、操作性

强，中长期规划科学、接地气。规划要多在产业上下功夫，

产业发展一定要与全区农村产业发展方向相结合，让群众作

为产业发展主体，激发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抱团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

肖舰强调，“五个一”帮扶力量要主动作为，加强与相关

部门对接，解决脱贫攻坚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密切联系群

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确保贫困户、贫困村如期摘帽，带动

老百姓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

2018 年科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轮训班第二、三期结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2 月 9 日-13 日，在完成为期

4 天的学习培训后 ,安居区 2018 年科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轮训班第二期和第三期顺利结业。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刘光辉出席结业仪式并讲话。

结业仪式上，学员代表分别结合自己的岗位实际，就深

入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发言交流。

刘光辉指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际问题，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是全党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全体科级干部要提高党性、纪律，认真

对照党章、对照初心和使命 ,做到时刻检思、反思，时常自省、

自警，坚持精神永不懈怠、工作永不满足、从政永不逾规，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政治责任，健全完善

考核机制，抓好党建工作；牢牢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旗帜鲜明地讲规矩、讲服从、讲落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把作风建

设和纪律建设挺在前面，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确保

春节期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2 月 8
日，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高敬东，副区

长曾勇带队深入全区工业企业检查安全

生产工作。区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李国玉陪同检查。

当天，高敬东、曾勇一行先后来到阿

宁食品、渝宁物流、煜坤加油站、超顺纺

织、锦丽纺织等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详

细询问了各企业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仔

细查看了企业室内外消防栓、灭火器等

消防设施配置情况。并强调，安全生产，

责任重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强化措

施，确保春节期间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

高敬东、曾勇要求，各企业要充分发

挥主体责任，督促工人佩戴安全帽等防

护设施，特种作业人员要持证规范操作，

安全措施要坚决落实到位；要狠抓安全

生产工作，在节日期间要加强值守，注意

生产用电安全，增添消防设施配备齐全，

切实保障工人人身安全。部分纺织企业

易燃物多、粉尘多，一定要保持车间通

风，安装专业除尘设备，要配备兼专职安

全员，认真督促员工严禁将电烤炉等明

火装置带入生产车间，同时要加强应急

演练培训并形成常态化，时刻绷紧安全

这根弦。

肖舰魏毅率队检查节前食药行业安全

严把食品生产关键环节
让群众吃上安全放心食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春节临

近，为进一步确保全区人民舌尖上的安

全，2 月 8 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

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

魏毅率区食药、工商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前往阿宁食品、德福医药等食药领域，

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

在阿宁食品实验室，肖舰、魏毅仔细

检查了企业亚硝酸盐的储存、使用和管

理情况，希望阿宁食品能够进一步完善

安全制度，强化设施设备管控，做到 人

防、技防相结合；同时加强内部员工食

品安全教育，定时开展培训，严把食品

生产关键环节安全生产，严格原材料

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

验等方面，让群众在春节期间吃上安

全、放心的食品。

在德福医药，肖舰、魏毅一行走访查

看了药品存放库、冷藏库、医药器械等的

储藏情况，并了解药品加工、销售链条运

营，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仔细检查，确

保无一遗漏。肖舰、魏毅要求生产企业

要绷紧药品安全弦，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坚持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当天，肖舰、魏毅一行还前往城区部

分超市、市场检查了散装食品等安全情

况。

高敬东曾勇带队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时刻紧绷安全弦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2 月 13 日，农历腊月廿

八，在安居区大街小巷，家

家户户开始在门上贴春联、

贴福，喜迎狗年新春。图为
三 家 镇 群 众 选 购 春 联 、灯

笼。

全媒体记者 王遂 摄

杨冬梅到拦江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全力帮助燕子窝村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燕子窝村位于拦江镇北

部，是计划 2019 年脱贫摘帽的贫困村。为进一步加快燕子

窝村脱贫摘帽的速度，2 月 11 日，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

率队来此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并慰问困难群众。

会上，杨冬梅承诺燕子窝村“5+3”帮扶工作组将坚决响

应党和国家扶贫的号召，全力帮助燕子窝村打赢脱贫攻坚

战；坚决贯彻执行中省市区各项精准扶贫政策，随时接受咨

询、监督和举报；将尽心尽力整合各方力量为燕子窝村办实

事、解难事。会后，杨冬梅还集中慰问了困难群众，为他们

送上米、油等过年物资，祝福他们新春快乐。

随后，杨冬梅还查看了该村的扶贫移民安置房，询问住

户入住情况，叮嘱随行干部要解决村民入住的后续问题。在

贫困户罗景贵的家中，杨冬梅详细了解了其生产生活情况，

为他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希望他能过一个祥和而温暖的

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