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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千金 连战连胜
——全市脱贫攻坚大会侧记

谨记承诺+尽锐出战
坚决打好脱贫攻坚硬仗

坐满 800 人的会场，参会人员心

中装着一个共同目标，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硬仗，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今年我市确定了 2.5 万贫困人口

脱贫、90 个贫困村退出年度减贫任

务，既要保持定力，也要更加注重质

量。”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扶贫移民局

局长勾中进说，各地将聚焦特定贫困

群体攻坚和深化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把激

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

作为根本举措，把责任落实、政策落

实、工作落实作为基本要求，把作风

建设作为重要保障。他还透露，《2018
年度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基本敲

定，各个扶贫专项也进入最后审核阶

段，为各地“先谋快动、抢先抓早”赢

得时机。

大会上，“承诺”“落实”两个词频

频出现、掷地有声。

“船山区要将一切力量向脱贫攻

坚聚合、一切资源向脱贫攻坚聚集、

一切工作向脱贫攻坚聚焦，举全区之

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船山区委

书记曹斌的发言让参会人员看到了

“头等大事”的份量。三个“一切”也

并是不一句空话，比如船山区将坚持

项目招引优先推荐贫困村、产业带动

优先选择贫困户、企业用工优先选择

贫困人口，健全农业招商政策和企业

正常退出机制，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向

扶贫产业园区聚集，形成产业扶贫

“鲶鱼效应”。

溪县把脱贫攻坚中强化“一线”意

识、保持“火线”状态挺在前面。蓬溪

县委书记邓斌说，蓬溪县将擦亮担当

底色，做到一切围绕扶贫干、一切围

绕扶贫转、一切围绕脱贫算；打造布

局特色，纵向构建“1+25”脱贫攻坚政

策体系，横向打好脱贫攻坚“春季攻

势”“夏季战役”“秋季攻坚”“冬季冲

刺”四大战役；做足奔康成色，让年末

数据的“喜感”与老百姓的“好感”更

加十足。

脱贫攻坚中，经开区肩上的担子

相对较轻，但经开区坚持将脱贫攻坚

作为头等大事和头号民生工程，高质

量完成脱贫年度任务。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李和平表示，坚决落实党政“一

把手”负总责，做到组织领导优先保

障；坚决落实“全员上阵、全民动员”，

做到脱贫攻坚力量优先保障；坚决落

实脱贫资金，做到经费支出优先保

障。

参与创新+提速加力
社会力量有力有效集结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遂宁实施

了“扶贫攻坚——人大代表再行动、政

协委员“我为扶贫做件事”“万企帮万

村”“以购促扶”等扶贫品牌活动，各

类特色活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今

年，社会力量又将如何助力打好脱贫

攻坚战？

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主要

途径，如何有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产

业发展。遂宁佳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杜凤鸣表示，企业计划今年在

复桥镇冬春村通过小额信贷入股的方

式，让村民和贫困户自主选择单干销

售、统一回收、保底分红三种形式实

现持续增收。同时，筹建打造紫藤大

道、亲子互动中心，并改造农屋风貌

带动发展乡村民宿，实现农业观光与

乡村体验结合，让贫困老乡在家门口

轻松挣钱。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离不开金融

支持。“今年我们要找准社会责任和

商业可持续平衡点，大力实施金融支

持脱贫攻坚，发挥金融‘造血’功能。”

成都农商银行遂宁分行行长林兆说，

今年不仅要对已脱贫的普陀村“回头

看”“回头帮”，还将通过金融扶贫、产

业扶贫、捐赠等多种方式，助推结对

帮扶计划脱贫的蓬溪县群力乡义寨村

顺利脱贫。

充分发挥电商扶贫的作用，让“土

货变网红”，打造扶贫“新通路”。四

川顺意通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罗余锦

一直在计划，依托企业自身的物流体

系和自建的电商平台，探索出一条扶

贫攻坚的新路子。“鼓励贫困户发展

种养殖，电商平台将对他们的农产品

建立相应的商品链接，并将农产品图

片上传网络预售，消费者可自行预定

或资助，并通过社交圈扩大‘以购代

扶’成效。”罗余锦表示，在这过程中，

企业平台提供免费形象包装、推广和

物流服务，助推“一户一码”解决贫困

户卖货难、农产品价格低等问题，激

发自力更生的动力。

社会力量纷纷拿出“金钥匙”参与

脱贫攻坚，不断提升贫困群众“造血”

功能，最终实现贫困老乡稳定脱贫增

收。

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全力攻坚一线主战场

脱贫攻坚，村镇是一线主战场。

持续开展脱贫攻坚战，全市上下

进行了全方位排兵布阵，各区县园区

书记立下了“军令状”，所有贫困村第

一书记也到场聆听“军令”。大会明

确提出，对第一书记、结对帮扶责任

人等帮扶力量履职不到位、帮扶不得

力，导致群众认可度不高的，有政策

不落实的行为将进行重点查处。

一边聆听，一边记录大会要点，蓬

溪县下东乡花果村第一书记王亚军能

深刻地感受到大会发言中字字句句的

决心和力度，对自己而言，是一种不

折不扣的执行力。为了实现全村 62
户 131 人脱贫，王亚军把攻克的核心

锁定在劳动力缺乏的现实问题上。积

极搭平台、聚人气，通过建立劳务专

业合作社，聚集周边仅有的劳动力，

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等机械作业、

劳务服务，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促

进贫困户增收。

位于船山区老池乡的学田村，今

年同样面临 26 户 54 人脱贫的“硬骨

头”。村第一书记蒋林带领村“两委”

班子已经规划制定好 2018 年脱贫攻

坚项目建设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村级阵地三大项目细化成了 10 余个

小项。全村计划脱贫的贫困户全部建

立了帮扶台账，家庭情况、政策帮扶、

增收目标方向等一目了然。蒋林表

示，打好这场硬仗，不仅要有必胜的

决心和信心，更要有必胜的“绝招”。

相比之下，射洪县大榆镇金台山

村 2018 年脱贫的压力更大，这块“硬

骨头”更难啃。但村第一书记肖建军

似乎已成竹在胸，对标大会讲话新要

求，他将进一步完善《大榆镇金台山

村 2016 年——2020 年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规划》，细化 2018 年金台山村脱

贫攻坚工作规划。今年，全村计划脱

贫 87 户 246 人，金台山村将主攻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等方

面，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实现高

质量脱贫。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

不强，要看“领头羊”。在脱贫攻坚的

一线战场，第一书记充分发挥各自职

能优势，聚焦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

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把严实的作风带

到村里，把帮扶资源带到了基层。

从第一书记，到乡镇县区党委书

记，再到市直部门、企业，以及奋战在

脱贫攻坚战线的所有人，他们正用青

春、热血，用智慧和辛劳谱写脱贫攻

坚的伟大壮歌，他们也将成为这个新

时期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全媒体记者 王维 熊燕 侯跃）

2018 年 2 月 23 日至 28 日，市整

治办对各县（区）、园区和市城区 12
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测

评考核。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河东新区高度重视小康小区 3 栋处

围墙缺口倾倒有大量垃圾，环境脏乱

差的问题，立即督促慈音街道办事处

安排人员和小型挖掘机对该处 5 余

吨垃圾进行了清运。船山区针对物

流港春晓路悦城在建工地道路泥垢

随处可见，一垃圾收集点周边有大量

暴露垃圾的问题。立即组织物流港

市政环卫、项目办、执法大队现场处

置，从抓施工现场源头管理，结合加

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予以整改。一

是强化车辆冲洗管理。要求各建筑

工地严格落实“六不准、六必须”，并

设专人进行管理，对出场车辆实施有

效冲洗，避免带泥上路污染园区道

路；二是加强车辆运输管控。物流港

实行网格化人员到园区各在建工地

出入口进行蹲点执法和运输沿途流

动执法两种方式对运输车辆进行管

理。在流动执法途中发现的沿途抛

洒现象，责令靠边整治，并第一时间

联系环为车辆对道路进行冲洗，保持

道路的干净整洁。

（二）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春节

期间，各地扎实开展环境整治工作，

大 力 营 造 整 洁 有 序 的 节 日 城 乡 环

境。大英县按照《关于加强节日环境

治理的通知》要求，集中时间对各镇

乡、相关部门的节前环境秩序治理工

作进行全面督查，各镇乡、相关部门

及时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累计印

发问题清单 3 期，督促整改问题 60 余

起。船山区出动执法人员 525 人次

参与烟花爆竹燃放污染防控，纠正制

止占用城市道路乱摆卖的烟花爆竹

售卖摊点 48 处，配合公安机关劝导

制止在禁放区、限放区违规放烟花爆

竹行为 54 起，查处烟花爆竹燃放污

染行为 33 起。纠正商家占道 60 余

次，批评教育游商小贩 70 余人次，查

处违规占道促销 15 起，清理“牛皮

癣”140 余处。安居区开展春节期间

市容专项整治工作，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出动人员 310 余人次，车辆

85 台次。设置临时便民疏导点 6 处，

规范摊点 178 个。制止燃烧行为 3
处。纠正商贩占道行为 500 余起。

制止垃圾乱倒行为 8 起。劝导不文

明行为 230 余起。河东新区采取高

压冲洗、机械吸尘配合，有效地降低

道路扬尘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重点

做好城市道路、盲道、检查井、雨水

篦等市政设施排查、修复、更换等工

作。期间共出动洒水车 100 余台次，

清理垃圾、烟花爆竹废弃物 30 余车，

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有序。蓬溪县组

织相关部门加强节日期间“三乱”行

为的管理和处罚力度，共纠正教育

450 余起，查处车辆乱停、超载、超员

等违法违规行为 360 余起。查处油

烟、噪声、扬尘污染行为 10 起。整改

废旧物资回收站点 3 处。规范农贸

市场 3 个，查处占道经营、沿街叫卖

行为 250 余起。拆除乱搭乱建 3 处。

查处工地乱象 2 处，发出停工通知书

1 份。遂宁开发区实行网格化制度，

定人、定岗、定点、定责，切实做好建

筑施工扬尘污染、道路扬尘、机动车

污染、露天烧烤烟雾污染防治工作，

清洗辖区建筑施工工地门口路面污

染 6 处，纠正机动车路面抛洒 5 次。

射洪县取缔色污染 2500 余平方米，

取缔破损布标 80 余条，拆除破旧广

告 500 平方米，规范流动商贩及跨店

占道经营共 2200 余处，取缔规范夜

间餐饮占道经营行为 300 处，治理机

动车、非机动车违章停放 450 余辆，

拖移乱停乱放车 10 辆，确保了春节

期间城区环境整洁有序。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地方农垃治理不力。

射洪县 S205 线沱牌镇、瞿河乡场镇，

蓬溪县 G350 线三凤镇、任隆镇，船山

区 G350 线河沙镇部分垃圾收集池垃

圾清运不及时，周边有大量暴露垃

圾，个别垃圾收集池存在焚烧垃圾现

象。

（二）部 分 城 区 环 卫 工 作 不 到

位。遂宁开发区南环路、银河路、富

源路、宜园路、深富路，船山区犀牛

广场等部分区域清扫保洁不到位。

大英县交通上街 130 号，蓬溪县锦阳

路、鸡市街 94 号，安居区兴贸东路 61
号人行道垃圾箱箱体脏污，地面有大

量污渍。

（三）城区部分街区秩序混乱。

遂宁开发区兴园路、莲花街、九莲西

街、北兴街、遂州北路鸿发东西街口

子、蜀秀东街与飞虹街交汇处，船山

区凯旋中路顺南街口，蓬溪县中河街

商业桥口子，射洪县太和大道等街道

部分路口，大英县盐桥街 83 号、蓬莱

路 94 号等街区各类占道经营现象突

出，秩序混乱。市城区渠河北路与北

固西街交汇处、北固西街、盐关街、

凯旋路、幸福街等街区部分区域机动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较为突出。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巩固成果，坚持农垃常态治

理。各县（区）、园区要认真按照省

市农村生活垃圾相关要求和“户分

类、村收集、镇（乡）转运、县处理”的

工作模式，继续扎实开展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各项工作，巩固已有成果，提

升治理水平。一是要对已损坏的垃

圾收集池、垃圾中转机具、垃圾中转

站等设施设备全面进行修缮。分区

域对垃圾收集池、垃圾中转站逐一编

号。切实做到设施完备，标识清晰，

运行良好。二是要对垃圾收集池内

的垃圾及时进行清运。确保垃圾收

集池、垃圾中转站无存量垃圾，无二

次污染，周边环境整洁。三是要层层

落实责任，强化清扫保洁队伍管理。

确定专人，划片负责，进行日常巡查

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切实做

到垃圾入池，杜绝焚烧垃圾现象的发

生。

（二）强化管理，切实做好环卫工

作。各县（区）、园区和市直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切实做好环卫

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对清扫、清运作

业的管理，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加

大清扫保洁力度，增加垃圾清运频率

和次数，强化机械化作业，减少道路

降尘。特别要加强对主次街道、背街

小巷、农贸市场、公共娱乐场所、车

站码头、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

的清扫保洁与垃圾清运工作，消除环

境卫生的“盲点”、“死角”，确保城乡

环境全域干净、整洁。

（三）创新举措，维护城市良好秩

序。各县（区）、园区和市直相关部

门要创新举措，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

管理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城市管理水

平。针对城市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

乱放等突出问题，坚持采取定期巡

检、重点盯防、专项整治相结合等措

施，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努力维护城

市良好秩序。

遂宁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指挥
部办公室

2018年 3月 12日

遂市整指办〔2018〕4号
遂宁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2018年2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测评考核情况的通报

测 评 项 目

分 类

清洁化
(30分)

秩序化
(20分)

优美化
(20分)

制度化
(5分)

农村生活垃圾
治 理 (25分)

合 计 得 分

综 合 排 位

标 准

1、城市街道、镇（乡）主要街道临街建筑立面、绿化带清洁卫生 (8
分）

2、城乡农贸市场、小区管理规范，无卫生死角（8分）

3、城乡建筑工地管理规范，建筑运输车辆无带泥上路、沿途抛洒等
污染现象（6分）

4、城乡“三线”沿线环境整治良好（8分）

1、城市街道、镇（乡）主要街道车辆停放规范有序（8分）

2、城市街道、镇（乡）主要街道商铺无出摊占道经营、无游商小贩（8
分）

3、城乡无违章搭建、无乱张贴广告，无“牛皮癣”（4分）

1、城乡路面（桥梁）、公共场所及附属设施完好（5分）

2、城市街道、镇（乡）主要街道绿化带植物与植被完好整齐，无缺株
死苗和裸土现象（5分）

3、城市街道、镇（乡）主要街道户外广告、店招店牌设计美观，布置与
环境协调（5分）

4、城乡建设项目施工围墙（围挡）完好整洁，安全网无脱落、漏挂（5
分）

1、机构健全、财政保障、政令畅通、资料完善（3分）

2、制定并实施环境治理工作涉及的规章制度及管理办法（2分）

1、有完备的设施设备（5分）

2、有成熟的治理技术（5分）

3、有稳定的保洁队伍（5分）

4、有完善的监管制度（5分）

5、有长效的资金保障（5分）

市城区

7

7

6

7

6.5

7.5

3.5

4.5

4.5

4.5

4.5

2.5

2

4.5

4.5

4.5

4.5

4.5

89.5

2

船山区

6.5

7

6

6.5

7

7

3.5

4.5

4.5

4.5

4.5

2.5

2

4.5

4.5

4.5

4.5

4.5

88.5

3

安居区

6

6

6

7

7

6.5

3.5

4.5

4.5

4.5

4.5

2.5

2

4.5

4.5

4.5

4.5

4.5

87

4

射洪县

6

6

6

6.5

6.5

6.5

3.5

4.5

4.5

4.5

4

2.5

2

4

4

4

4

4.5

83.5

8

蓬溪县

7

7

6

6.5

7

6.5

3.5

4.5

4.5

4.5

4.5

2.5

2

4

4

4

4

4.5

86.5

5

大英县

6.5

6

6

6.5

6.5

5.5

3.5

4.5

4.5

4.5

4.5

2.5

2

4.5

4.5

4.5

4.5

4.5

85.5

6

遂宁开发区

6.5

6

6

7

6.5

4.5

3.5

4.5

4.5

4.5

4

2.5

2

4.5

4.5

4.5

4.5

4.5

84.5

7

市河东新区

7.5

7.5

6

7.5

7

7.5

3.5

4.5

4.5

4.5

4

2.5

2

4.5

4.5

4.5

4.5

4.5

91

1

附件：1.2018年 2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测评考核表

3 月 9 日 ，全 市 脱 贫 攻
坚大会现场，攻坚决胜“计
天”“读秒”的时间轴响起转
动声。

2018 年，遂宁要保质保
量 完 成 2.5 万 贫 困 人 口 脱
贫、90 个贫困村退出的年度
减贫任务。面对脱贫攻坚
的艰巨任务，全市上下不忘
习总书记重托，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自觉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周密部署并认真
落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向
脱贫攻坚连战连胜的目标
执着奋进。

开战就是决战，起步就
要冲刺。此次大会，脱贫攻
坚“作战令”全部发出，“军
令状”已经落下，全市上下
正把攻坚力量汇聚到贫瘠
土 地 ，摘“ 穷 帽 ”、拔“ 穷
根”、换“穷业”，再战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