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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以来，安居区不断创新工作思

路，创新工作举措，强化制度保障，狠

抓工作落实，着力加强运行监测，着力

抓好项目建设，着力加强投资促进，着

力强化要素保障，努力推进全区经济

实现“开门红”。

近日，记者在渝宁物流项目施工现

场看见，目前该项目主体框架施工基

本结束，地下管网排水沟已施工结束，

盖屋面瓦已完成，正在贴墙砖，整个项

目按时序正常推进，进展顺利，预计今

年 8 月试运营。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抓好项目建设
助推经济发展

安居区召开2018年度人大代表建议、政协
委员提案办理工作会

认真解决好问题 完成好办理工作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余坤洋） 3 月 26 日，安居区召开

2018 年度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肖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昌建，区政协副主席陈

忠良出席会议。

会议全面总结了安居区 2017 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通报了 2017 年度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

理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对 2018 年区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悉，2017 年全区政府系统共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

委员提案 209 件（其中，建议 77 件、提案 132 件），建议、提案

办结率达到 100%，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到 100%，基本实现

了人民群众满意，代表、委员满意，政府满意的办理要求。

肖舰要求，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是各级政

府的法定职责和政治责任，也是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

协民主监督的重要体现，各承办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承办单位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

点，作为答复工作的前提，认真解决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出的问题，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继续实行“主

要领导负总责、分管副职抓落实、承办人员负专责”工作机

制，强化督查，严格考核，严格按照办理工作要求和办结时

限，完成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

柔刚街道组织干部职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 3 月 27 日，柔刚街道组织干

部职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

话精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敏参加会议并主持宣讲。

杨敏在宣讲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

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指向明确，既从党和国家事业战略

全局高度出发，又紧扣四川省情和工作实际。习近平总书记

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四川工作提出新的

重要要求，为做好四川省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杨敏要求，柔刚街道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的重要要

求，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参悟透、领会好、多调研、摸实

情”，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要求，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创新改革；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要求，坚持走产业振兴、质量兴农之路；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要求，切

实解决好民生问题；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着力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要求。

学习会结束后，柔刚街道还对 2018 年春季精准脱贫、

“清淤”专项行动、12340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满意度评价等相

关工作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

市农建督察组调研安居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情况

发挥农建项目作用 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3 月 27 日，市农建督察调研

组深入安居区木桶井项目区 2017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点和安居镇红岩咀村农建现场点，调研安居区 2018 年度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

据了解，近年来，安居区以保障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农

业、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为出发点，坚持创新组织

方式、创新推进方式、创新投入方式、创新建设方式、创新管

护方式“五个创新”，全面推进水、土、田、林、路、电、通信“七

网”建设，有力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生活和农村生态条件 ,促进

了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十三五”期间，全区投入资金 9.3
亿元，完成山坪塘整治 328 口，整治加固病险水库 8 座，新建

渠系 115 公里；建设高标准农田 13.49 万亩；修复水毁工程

342 处，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17.34 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集中工

程供水率达 90%。目前 ,全区各类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建设项

目开工 8 个 ,投入资金 3.8 亿元 ,再次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的高潮。

座谈会上，市农建督察调研组对安居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安居区能进一步提

升规划，加大整合力度和管护力度，同时搞好利用，充分发

挥农建项目作用，助推脱贫攻坚。

区委常委、副区长佟硕陪同调研。

成都市新都区政协赴安居区考察宗教管理
和农旅产业发展情况

安居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3 月 28 日，成都市新都区政协

副主席余朝琼率队到安居区考察佛教文创旅游区建设与寺庙

管理以及农旅产业发展情况。

据悉，安居区现有佛教、道教、天主教 3 个教派，佛教宗

教团体 1 个，正式佛教登记活动场所 26 处，宗教教职人员 45
人，信教群众 9 万余人，无藏教佛教寺庙，2015 年区委、区政

府提出打造“湖光山色，禅游（韵）安居”定位的文化旅游品

牌，其中禅游、禅韵就是指的佛教文化。在农旅产业发展方

面，按照“一心两带四区五大特色农业基地”的产业布局，共流

转土地 4 万余亩引进龙婷生态农业、永正生态农业等农旅融合

项目 30 余个，共建成花卉苗木、柑橘 (柠檬、甜橙)、中药材种

植、葡萄和草莓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 3.5 万余亩，休闲体验观

光旅游区 5000 余亩，全面形成“农旅结合、产村相融”发展格

局，并于 2016 年 3 月成功创建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座谈会上，考察团成员纷纷表示，安居区在佛教文创旅游

区建设与寺庙管理以及区农旅产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子，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回去后，他们将充

分借鉴安居的发展经验，准确定位新都区的实际，不断丰富

旅游要素，进一步开创新都宗教、乡村旅游发展新局面。

会后，考察团一行还先后参观了龙凤寺、风舞琼花公园、

龙婷生态山庄、黄峨古镇、七彩明珠景区、安居人家博物馆

等地。

区政协副主席周胜勇陪同。

“四好村”创建叩开幸福大门

走进安居区白马镇青峰村，沿着新修

的村道路向前看，道路两旁，果蔬成片，

生机盎然，远处整洁的村级活动阵地红

旗招展；从山坡俯瞰，漂亮的新房子错落

有致。

“看嘛，这边是客厅、卧室、卫生间，

那边是厨房，楼上也有卧室，这房子通风

好，又敞亮。”近日，该村村民周吉生热情

地把记者拉到家中，参观他的新房。周

吉生家曾是村上出了名的贫困户。2015
年底，周吉生通过白马镇易地扶贫搬迁

住进了现在的房子。现在，一提起舒适

的房子，他就笑得合不拢嘴。

“公路通到家门口，周末过来耍的城

里人络绎不绝。”说起村里的变化，玉丰

镇鸡头寺村村民刘家财感慨不已。走进

全村统一规划修建的小楼房，家家户户

都有了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

屋里屋外装修得和城里的房子一样。焕

然一新的住房条件和村里干净舒适的环

境，让刘家财和村民格外舒心。

“创建‘四好村’，让村民住上好房子

是最起码的要求。”在安居区，像刘家财、

周吉生这样住进新房子的群众还有很

多。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安居区积极

创建“四好村”。为了让群众住上好房子，

安居区抓住创建工作重点，切实推进现

场、入户、宣传、评比、软件等五个方面的

工作。在农房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建设、好习惯养成、好风气形成等方面下

功夫，推动“四好村”和“四好户”的创建。

坚持“建、改、保”结合，推广“小、组、微、

生”建设模式，切实解决农村无房户、危房

户、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注重“三建四

改”，突出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针对贫困村，安居区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一低六有”的要求，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和扶贫新村建设，对基础

较差的村注重补短达标，对基础较好、公

共服务体系比较完善的村，重点提升建

设一批特色村和精品村。

“四好村”创建带动产业兴旺

2016 年，观音镇双油房村贫困户李

光久搬进了易地扶贫安置点的新家。“推

开门就是绿油油的柠檬树，沿着水泥路

可以直接从家门口走到基地里面去，太

方便了。”每天一早，在柠檬基地打工的

李光久从扛着锄头出门到开始上班，只

用两三分钟。

“每逢过节的时候，我们简直忙得不

可开交，每天的收入都在 4000 元左右。”

同样，家住玉丰镇鸡头寺陆家湾新村点

的村民刘晓蓉告诉记者，随着七彩明珠

景区的人气越来越旺，她便在自家的小

洋楼开起了小吃店，如今她的生意也是

越做越红火。

对村民来说，“钱袋子鼓起来”这日

子才算过得好。安居区因地制宜，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培育优质粮油、特色

水果、有机蔬菜、绿色畜禽、特色水产等

产业，帮助农民增收。截至目前，全区共

建成优质粮油 50 万亩、绿色蔬菜 2.5 万

亩、特色水果 17.7 万亩、绿色畜禽基地 60
个、生态水产 3.8 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

43.5 万吨，较 2016 年增加 0.36 万吨，同比

增加 0.68% 。出栏生猪 101.6 万头、肉牛

1.13 万头，肉类总产量 8.53 万吨，实现畜

牧业产值 2.72 亿元，建成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 104 个。

同时以遂安快捷通道产业带、G318
线产业带和一体化大环线产业带为重

点，布局田园观光、乡村度假、户外运动

等都市农业业态。发展乡村旅游。推动

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打响“湖光山色、

禅游安居”观光休闲旅游品牌，着力打造

七彩明珠风景区 , 以诗景画廊、眉园叠

翠、五彩花坞、桃源春晓、果香民居、黄峨

古镇、鹭岛鸟语七个组团为依托，进一步

完善项目规划布局 ,力争建成集拓展训练

中心、自行车观光及乡村风味体验的于

一体的西南地区最大的生态文化旅游综

合体，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百姓在美丽

中“掘金”，让游客感受“春赏花、秋摘果”

的无穷乐趣。

如今的安居农村，新村依托产业建，

产业围绕新村转，有了特色主导产业作

支撑，老百姓的“好日子”看得见又摸得

着。

“四好村”创建摒除群众陋习

产业兴起来了，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了。然而，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

子，还要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走在聚贤镇木桶井村的村道上，每隔

几十米就有一个蓝色的垃圾池。近日，

村支书赖坤平告诉记者，在新村环境整

治方面，木桶井村在每个组都建立了垃

圾池，并配备专人负责垃圾清运。

“以前只管有吃有住就不错了，根本

管不了居住环境好不好。”赖坤平说，现

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不仅居住的房

子环境好，还有空就聚在一起跳舞、健

身，邻里之间也会互相帮衬，不再为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打架……

这些变化源于安居区深入开展的“破

陋习、育新风”、清洁家园和院落环境整

治行动，引导群众改变陋习，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让群众精神面貌和居住

环境得到改善。

如今，村民们自觉抵制好吃懒做、相

互攀比、低级媚俗等不良风气，农村乱倒

垃圾、乱贴乱画、争吵打架的现象少了，

农村群众逐渐养成了好习惯、形成了好

风气。

“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据悉，在创建中，安居区根据各村在习惯

养成、风气形成中存在的不同问题，抓住

重点，突出特色，搞好引导。把“养成好

习惯、形成好风气”摆在重要位置，与“住

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同部署同安排，

做到贴近农村群众思想和生产生活实

际，创新群众易于参与、乐于参与的形式

和载体，注重潜移默化，逐步达到“日用

而不知”的效果，紧密结合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广泛开展“四好户”创建评选活

动，广泛宣传展示群众身边好习惯、好风

气的典型模范，培育新型农民，引领文明

乡风。

同时，充分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

激励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积极

开展“感恩奋进”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党

员带头、教育动员、试点示范、表扬激励

等办法引导农民群众，自觉执行党的方

针政策，依法依政策办好自己的事。大

力开展“四好户”“五好家庭”“好婆媳”

“好邻居”等文明创建活动，形成“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培育良好家风。引导

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夜校培训，学法律、学

政策、学技术，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形 成“ 不 等 不 靠 、自 强 自 立 ”的 良 好 风

气。广泛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倡导移

风易俗、文明健康的新风尚。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安居区大力推进“四好村”创建

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近年来，安居区按照省、市

创建工作要求，积极开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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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好村”创建活动，大力推
进“四好村”建设，农村村容村
貌明显改善，村规民约逐步完
善，文明气息日渐浓郁。

截至目前，安居区创区级
“四好村”211 个、市级“四好
村”164 个、省级“四好村”34
个。全区开展“四好户”评比
6.2 万户，各类评比活动达到
10.6万户，全区呈现出村风正、
民心齐、经济兴的良好势头。

美丽新村

“早就想栽培红苕了，可是不懂技术

总不敢动手。”

“这次，省农科院的专家要教我们如

何种植脱了毒的红苕幼苗，等下可要好

好向专家请教请教。”

……

日前，安居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业合

作社邀请省农科院专家，对 524 脱毒苗栽

培技能进行现场培训，进一步助推 524 红

苕产业发展，他们的到来受到当地群众

的积极响应，更有其他乡镇的群众特意

赶来听课。

“大家都是种植 524 的，在长期的种

植当中，病虫害比较多，会让它产生病毒

积累，红薯的品质就会下降，然后我们对

它进行脱毒。”正在授课的省农科院甘薯

专家李明，他是省里薯类种植领域的专

家，拥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培训会以现场讲解、实地操作相结

合。李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 524 红苕脱毒苗栽培的技术要领，

并现场指导进行了从整地、起垄、种植、

施肥、盖膜等一系列技术操作。

李明告诉记者，524 红苕在遂宁发展

的面积比较大，经过脱毒过后，脱毒苗在

试管瓶子里面，非常的幼嫩，在种植的过

程中需要一些特别技术，所以对这些苕

农进行现场辅导，教会他们如何来种植

脱毒苗。

“发给大家的资料要拿好，今天没有

听到的，资料上面都印得有，都配有照

片，大家回去后一定要仔细研究。”持续

了近两个小时的培训，社员们觉得还不

过瘾，李明只好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让

他们遇到问题及时求助。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 524 红苕的品

质，恢复 524 红苕的种性，合作社与省农

科院合作开展 524 红苕“茎尖脱毒、提纯

复壮”试验示范，实现“品种领先、品质一

流、品牌创国优”的目标。目前，省农科

院共为合作社培育了 10 万株 524 红苕脱

毒苗，目前已栽种了 4 万株，下一步将陆

续在各基地栽种。

安居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李远林告诉记者，通过脱毒苗新

的品系，不仅能够将 524 红苕的品质进一

步提升，还能够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提高

质量，由数量型的发展转变为质量型的

发展。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抓好产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省农科院专家为群众传经送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