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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生命
呵护健康

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全国县级医院100强

射洪县人民医院
★遂宁市急救中心射洪分中心 电话0825—6621120
★体检中心（健康咨询热线）0825—6637118
★医院网址http://shehong120.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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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在实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走在前列
奋力开创新时代射洪奋力开创新时代射洪

““领先发展领先发展 率先跨越率先跨越””新局面新局面

欣泽头条好新闻欣泽头条好新闻

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好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4 月

16 日，县委召开十三届 57 次常委会

议。县委书记蒲从双主持会议，县

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常委杨文

彬、杜胜、张庆、马英、田斌、吴建伟

出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税清

亮列席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总则》。会议指出《民法总

则》的诞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

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全

县各级党员干部要加强钻研学习，

准确把握《民法总则》的精神实质，

切实提高法治工作水平。

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国土绿化、

森林防火和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一要提高认识，切实增

强忧患意识和防控意识，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国省相关工作要求

上来。二要强化举措，统筹做好绿

化、蓄水防旱、地灾排查等重点工

作，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三要落实责任，严格落实属地、

行业和领导责任，扎实推进国土绿

化、森林防火和防汛抗旱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遂宁市专业

化干部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听取

并原则同意了县法院《关于争创全

国优秀法院的情况报告》和《关于贯

彻全国法院“决胜用两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难”动员部署会议精

神的报告》等。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县长尹全军、何小江及相关

县直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县委召开十三届57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4
月 13 日，我县召开新型城镇化示范

县建设工作一季度推进会，督导全

县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建设工作推进

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项目推进工

作。县委书记蒲从双出席会议并讲

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黄小文，县委常委吴

建伟，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任德武以及相关县直部门、街

道办事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蒲从双一行来到太和大道北延

工程、涪江六桥西延隧洞工程、太空

路改造工程、洪达家鑫路改造工程、

清家堰——城西河雨污分流改造工

程、经九路绿化建设工程、经开区地

下管廊建设情况及河东涪江景观带

等建设项目现场，查看项目推进情

况，听取相关单位情况介绍。

座谈会上，县住建局汇报了我

县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建设工作情况

和相关项目推进情况；县欣诚公司、

城投公司分别结合项目推进中存在

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进行了汇

报。近年来，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走集约、智能、绿

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断发

展壮大产业，夯实城市基础，优化城

镇环境，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

民生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目前，全县城市化率达到 49.3%，县

城建成区面积达到 30.21K㎡，城区

人口增至 32.1 万人，城市经济已成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

（下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4
月 12 日，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带领县

发改、规划、国土等部门负责人到联

系重点项目金鸿云辰国际城市综合

体建设现场，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情

况，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

题。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任德武参加督导。

据悉，金鸿云辰国际城市综合

体项目属今年续建重点项目，建设

周期为 2016 年至 2019 年，项目占地

360 亩，将建设星级酒店、高级写字

楼、购物中心、品牌店、住宅等。目

前，项目一期主体已经完工，正在进

行附属设施完善。李晓曦一行实地

查看了项目一期住宅、基础设施等

推进情况，对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

况给予肯定。

在 听 取 相 关 部 门 和 业 主 汇 报

后，李晓曦指出，金鸿云辰国际城市

综合体项目是市级重点项目，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希望各部门各单

位要积极协调配合，压紧压实责任，

严格按照时间节点、任务要求推进

项目建设。县经开区要加快征地拆

迁等相关工作进度，为后期项目顺

利推进积极提供保障。业主单位要

加强与规划等相关部门对接，切实

加强安全管理和质量监管，确保项

目有序推进。

我县召开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建设工作一季度推进会

努力推动全县新型
城镇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李晓曦督导市级重点项目建设时希望

加强协调配合 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4 月 11 日，青堤乡新黄村 1 组的

贫困户刘和，一大早就扛起锄头到

地里平整土块。

“今年我准备种植 4 亩蜀珍金

薯，这里平整了 2 亩地准备第一期栽

下去，那边那块油菜收割后准备栽

第二期。”他指着远处一块油菜已经

结籽的地说。

一同来检查第一期蜀珍金薯栽

植地块准备情况的青堤乡乡长李小

勇介绍说，新黄村是该乡贫困村，自

2016 年与省农科院签订技术扶贫协

议以来，专家多次到村实地考察多

个红薯品种的试种情况，发现这里

的土壤很适合“蜀珍金薯”种植。同

时贫困户的栽植积极性很高，大家

都想通过发展它实现脱贫致富。

据了解，“蜀珍金薯”科研成果

名为“川薯 294”，是省农科院作物研

究所育成的一个特优早熟食用型甘

薯新品种，是目前国内公认的食用

和食品加工最佳甘薯品种之一，曾

在全国好吃红薯大赛中以其浓甜软

的优异品质，连续两年荣获“亿丰

年”杯好吃红薯全国大赛一等奖，是

一个极具市场潜力、适用于高端鲜

食和加工的优质品种。

去年，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将

此品种转让给四川涪西瑞柠农业科

技公司后，在帮扶单位县信访局的

大力支持下 ,新黄村与涪西瑞柠公司

签订产业合作协议。今年，新黄村

栽植 100 亩“蜀珍金薯”。

在“蜀珍金薯”苗圃里，一丛丛

嫩绿的“蜀珍金薯”长势良好，正在

和涪西瑞柠公司技术员佘霞查看苗

情的县信访局下派新黄村第一书记

覃勇军说，这个苗圃有 10 亩，可供

100 多亩地栽植。

据涪西瑞柠公司负责人介绍，

种苗由涪西瑞柠公司免费发放，并

且负责“蜀珍金薯”种植技术培训，

贫困户和村民按照乙方提供的技术

标准进行种植。 （下转02版）

青堤乡新黄村因地制宜引进特色扶贫产业

“蜀珍金薯”让贫困户土里刨“金”

人间四月芳菲尽，双溪芍药始盛

开。连日来的晴好天气，让双溪乡青

杠林村扶贫产业基地的 200 余亩芍药

花逐渐绽放笑脸，向广大游客发出了

娇艳的“邀请”。

4 月 14 日，记者在芍药花基地看

到，伴随着和煦的春风，上万株芍药

花蕊摇曳生姿，更有不少花朵已迫不

及待展开花瓣，在高低起伏的碧绿间

迎风站立，娇俏可人的“身姿”引来不

少游客观赏游玩。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春光阑珊芍药开
美景芳菲惹人醉

本报讯 4 月 12 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韬到联系点金华镇调研督导

脱贫攻坚工作。

张韬一行先后来到金华镇伯玉

村、石桥村，详细询问了解易地搬迁、

CD 级危房改造、增减挂钩、土坯房整

治、拆旧换新等工作进展和村集体收

入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

伯玉村 2017 年实施易地搬迁 13
户 35 人，现已全部入住；2018 年计划

实施 24 户 66 人 CD 级危房改造，目前

已完成 6 户，预计 6 月底全部完成。

该村以发展种植茭白、香椿和肉牛养

殖为主导产业，带动贫困户和非贫困

户发展生产，人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村集体经济通过出租牛棚、合作社分

红、光伏发电等形式，收入可达 5.15
万元。

石桥村 2017 年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集中安置贫困户 13 户 52 人，

分散安置 6 户 25 人，目前贫困户已全

面搬迁入住；2017 年完成 CD 级危房

改造 21 户，其中 C 级 17 户、D 级 4 户；

2018 年计划改造 30 户非贫困户危房

改造工作，一季度已开工土坯房整治

工作。

督导中张韬强调，产业脱贫是关

键，既要给贫困户带来收益，也要让

非贫困户有利可享。引进的产业不

仅能让贫困户增收，也要带动非贫困

户增加收入，要收益保底、超产分成、

照顾贫困、实现多方共赢。要给群众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尽量让大家集中

居住，方便解决相关的配套工程。要

按照贫困户“一超六有”和贫困村“一

低五有”的标准，全力对标补短板、实

事求是解决问题。

县政府办、县水务局、县扶贫移

民局、县委农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

同调研。 （艾君）

本报讯 为推进我县创建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县工作，切实做好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确保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4 月 13 日，我县组织召

开 2018 年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现场业务培训会。全县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经开区）的分管负责人、农

安站长、检测人员等 100 余人参加培

训会。

与会人员先后来到瞿河高家沟村

农安服务点、金柠农业基地、沱牌亿

鑫水产基地、瞿河彭林农业投入品经

营部、瞿河农安服务站等地，现场参

观 学 习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县 建 设 工

作，随后参加了就我县创建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相关业务工作和农产

品农残检测技能举行的业务培训。

相关人员向各镇免费发放了农残检

测仪、检测试剂等检测设备、用品。

会议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

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

系到农业产业发展，是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更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内

容，各关键环节要务必把握到位，切

实抓好监管体系建设和日常监管，要

加强产地环境监管，加大农业投入品

监管执法力度，推进全程可追溯体系

建设，并逐步推行农产品产地准出和

市场准入管理。要抓好宣传培训、检

验监测和预警应急工作，履职尽责落

实到位。

（艾君）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
近日，记者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了解到，四川技能大赛·2018 年第

二届遂州技能人才大赛将于 4 月 26
日-27 日在我县举行。

据了解，本届大赛开幕式将在子

昂文化广场举行，大赛赛场及颁奖仪

式现场设在县职业中专学校。大赛

设数控车工、汽车维修工、工具钳工、

焊接、电子商务、砌筑工、美容、中式

烹调师、茶艺师、养老护理等 10 个比

赛项目。届时，市经开区、河东新区、

船山区、安居区、射洪县、蓬溪县、大

英县、市直、川职院等代表队将参加

比赛。

目前，大赛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

行中。

张韬到联系点金华镇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全力对标补短板 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我县召开 2018年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现场业务培训会

提高监测水平 保障农产品安全

四川技能大赛·2018年第二届遂州技能人才
大赛将于４月２６日至２７日在我县举行

本报讯 4 月 13 日，我县召开乡

镇 (街道 )组织 (委 )员“一月一学”暨党

务干部培训会。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章

程》，并组织培训了发展党员工作。

会议强调，一要高度重视，深刻

认 识 开 展 党 务 干 部 培 训 的 重 要 意

义。要深刻领会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的极端重要性，抓好去年党建

述职会暴露问题的整改需要，始终坚

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二要担当作为，切实抓好今

年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要着

力抓好基本教育、基本组织、基本队

伍、基本活动和基本保障，推进基层

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三要遵

守纪律，珍惜难得的培训机会。要认

真学习，熟练掌握基本知识，苦练内

功，勤修做功，提高抓党建主业的能

力，树立务实的工作作风，保持端正

的学习态度，适应新时期党建工作的

新需要，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党

务干部。

各乡镇（街道）组织（委）员，乡

镇、街道、经开区党务干部，县直部门

党务干部参加会议。 （郑蕾）

我县召开乡镇（街道）组织（委）员“一月一学”暨党务干部培训会

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务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