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主流报纸 公信服务传媒

第589期

2018年5月

17
星期四

戊戌年四月初三

区县版

值班副总编辑：宁云峰 主编：王永述 副主编：曾晓梅

新闻热线：8663222 13208252244 灵动安居网：http://www.ldajw.com

今日4版 每周二刊 每周一、四出版

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富强 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民主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和谐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平等 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公正 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法治
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爱国 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敬业 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诚信 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友善

共青团遂宁市安居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春建功新时代
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居贡献青春力量

新闻导读

04

区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 43 次主任会议
讨论通过区人民政府关于安居区城乡基层

公共卫生服务保障情况的建议意见等事宜

本报讯 5 月 15 日，安居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43 次

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主持会议，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成林、胡均蓉、蒋文武、朱昌建参加会

议，副区长朱中卫列席会议。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建设的建议意见。近年来，安居区充分发挥四

川江淮“蜂王式”聚集效应，做好配套文章，成功引进 20
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落户，不断强化汽车零部件配套体

系建设，推动产业成链发展，进一步壮大了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群，园区建设初具规模，产业规模逐渐壮大，创新

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产值 11.5 亿元，同比增长 61.1%，预计安居汽车零部件

产业全年可实现产值 40 亿元。

为进一步促进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快速发展，会

议建议，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充分

认识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抢抓发

展机遇；要完善园区规划，结合安居产业定位、产业基础

和发展条件，不断完善并实施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区发展

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完善园区

基础设施、加大金融扶持力度、保障土地和厂房供给，促

进园区发展；要抓好人才培育、公共服务科技创新等平

台建设，助推园区发展；要培植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骨干

企业，带动园区发展。

会议还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区人民政府关于安居区

城乡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保障情况的建议意见，以及关于

丘区现代农业机械化推进情况的建议意见。 （赵萍）

安居区纪检干部
走村入户送连心卡

本报讯“老人家，这是安居区纪委监委精心制作的

连心卡，上面有违纪举报电话、效能投诉电话和便民服

务热线，如果您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反

映。”

近日，为加强“清淤”专项行动宣传力度，提高群众

知晓率和参与度，安居区纪委监委印制了 3000 余张“连

心卡”，将违纪举报电话、效能投诉电话和便民服务热线

公示在卡片上，通过纪检干部下乡走访、群众来访等方

式向群众发放，引导群众正确信访举报，提高群众信访

举报的受理率。

小小的“连心卡”，在纪检部门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

座“连心桥”,不仅让群众懂得有针对性地反映相关问

题，还让群众反映诉求更直接、高效、便捷，增加了纪检

工作的透明度，为群众和工作人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切实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卡片虽小，意义重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广泛

发动群众参与到‘清淤’行动中来，主动发现身边的‘微腐

败’，凝聚起监督的大能量，让群众了解我们的工作、支持

我们的工作。”安居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今年以来，安居区处置“微腐败”线索 51 条，

立案 26 件，结案 20 件，党纪政务处分 20 人。 （曾晓梅）

安居区开启
“安白路”建设加速攻坚模式

本报讯 连日来，安居区抢抓晴好天气，正式开启

“安白路”建设加速攻坚模式，全力构建“四射三联”快捷

交通体系，实现“半小时经济圈”。

在“安白路”建设现场，记者看到各种工程车辆来回

穿梭，工人们按照各自分工紧张有序的工作，一派繁忙

的景象。“安白路”道路建设项目涉及安居、石洞、白马 3
个乡镇，全长 13.38 公里，路基宽 12 米，由于地形独特，

山高沟深，共包含涵洞施工 42 个，桥梁施工 5 个，为了保

证项目的高效推进，目前正在进行结构物施工。

据了解，作为“3+4”道路建设收尾工程，“安白路”建

设项目将于 2020 年 3 月中旬完工通车，届时，将在构建

联通 21 个乡镇的“四射三联”快捷交通体系的同时，大

大缩短石洞、白马等沿线乡镇到安居城区的距离，真正

使石洞、白马等乡镇融入安居“半小时经济圈”。

（曾晓梅）

本报讯 昨（16）日，共青团遂宁市安

居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多功能会议室举

行。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 150 余名代表肩

负着全区广大青年的重托出席大会。副

市长、区委书记雷云出席大会并讲话。团

遂宁市委副书记何玺，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刘光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昌建，

副区长朱中卫，区政协副主席吴敏，团遂

宁市委青少部部长李洪德出席大会。

雷云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向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团员

青年及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雷

云表示，区第三次团代会以来，全区各级

团组织、广大团员青年紧紧围绕全区工作

大局，着眼于党政所需、青年所盼，积极作

为、释放青春力量，为各个领域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展现了当代安居儿女热情

饱满、斗志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雷云指出，当前，安居区正处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全力实施“十三五”规划、纵深

推进富民强区“六大提升工程”的攻坚阶

段。新一轮安居腾飞的美好蓝图离不开广

大团员青年的负重前行、正道直行。雷云

希望，全区广大团员青年及青少年工作者

要坚持严以修身，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树立远大理想，把实现人生价值的

“个人梦”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紧密

结合起来，把个人追求与安居改革发展事

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奉献社会、服务

人民的生动实践中创造丰实业绩、实现人

生价值；大会选举产生的团区委新一届领

导班子要坚持恪尽职守，以全面从严治党

的标尺从严治团，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的指示精神，不断

加强团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

伍建设和作风建设，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

年及青少年工作者共创一流业绩，为党的

事业奋斗；青年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

要方面。各级党组织要通过抓基层、打基

础、强基石，努力把团组织构建成组织体系

更健全、群众基础更牢固、社会联系更广

泛、运行机制更有效、干部素质更过硬的先

进组织，在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居的

生动实践中创造新的更大业绩！

何玺代表团遂宁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向在共青团战线辛勤耕耘的广

大团干部及青少年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亲切的问候。何玺表示，近年来，安居区

各级团组织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加强青

少年思想政治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助力脱

贫攻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多项工作都走在全市的前列，为推动全市

共青团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新的时

代，希望安居区各级团组织要高举旗帜，推

动思想引领不断深化；要服务大局，推动中

心工作不断突破；要关注民生，推动服务青

年不断成才；要改革创新，推动团的建设不

断加强，不断探索工作新思路、新方法，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勇于担当、敢于创新，抓

住机遇，施展才华，为安居区共青团事业新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加快建设美丽

繁荣幸福安居做出更大贡献。

团区委第三届书记颜辉代表团区委第

三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选举产生

共青团遂宁市安居区第四届常务委员会

委员。颜辉当选为共青团遂宁市安居区

第四届委员会书记。 （余坤洋 郑捷）

本报讯 5 月 15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管昭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 29 次常务会，传

达学习全市脱贫攻坚“春季攻势”总结暨

“夏季战役”动员会精神等。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肖舰，副区长冷强军、聂洪、曾

勇、潘昀，区政府正县级干部吴小林，区工

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玉

参加会议。区人武部政委张国，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胡均蓉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脱贫攻坚“春季

攻势”总结暨“夏季战役”动员会精神。会

议指出，全区今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开

局良好，有力有效，特别是安居区开展的

县级领导包村、干部包户“两个全覆盖”帮

扶工作和步云乡筒竹湾村探索的土地流

转得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产业发展得

现金、就业务工得薪金、政策奖补得奖金

的“五金模式”等方面受到全市表扬，工作

成效显著。

会议要求，相关单位要对照全市脱贫

攻坚动员会聚焦思想引领、聚焦脱贫标

准、聚焦重点项目、聚焦精神扶贫、聚焦工

作统筹五个方面再攻坚；把项目建设和资

金监管作为“夏季战役”主战场；把问题整

改和“回头看”“回头帮”作为“夏季战役”

主抓手；把帮扶工作和感恩教育作为“夏

季战役”主措施；把作风治理和督查暗访

作为“夏季战役”主保障。

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东禅镇、玉丰镇

污水处理厂建设相关事宜。会议审议并

原则同意《安居区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2018-2020 年）》《安居区污染防治攻坚

战 2018 年度工作推进方案》《安居区国家

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区建设工作方案

（2017-2020 年）》《安居区 2018 年财政投资

评审项目表（1-37 号）》《2017 年义务教育

学校公用经费结算资金安排方案》《2017
年民办学前教育奖补资金分配方案》。

会前，与会人员还学习了《遂宁市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细则》。 （余坤洋）

特色扶贫车间绣出新天地

“我是回家来照顾我 90 岁的老父亲

的，平时没得事，在村上打点小工，然后

到车间绣一点帕子，也可以挣点钱补贴

家用……”16 日，安居区三家镇长安村 3

组的邹素珍对记者说道。

邹素珍口中的“车间”便是长安村引

进遂宁绣苑刺绣文化有限公司，在该村

建立以“母亲的艺术、妈妈的味道”为主

题的“观音抱”女红特色扶贫车间。主要

开展以女红为主的传统手工，每名妇女

每月可实现增收 1000 元。

据悉，该村进一步大力推广扶贫车间

就业扶贫模式，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利用集体闲置土地、房屋等创办“就

业 扶 贫 车 间 ”，组 织 贫 困 户 中 的 留 守 妇

女、富余劳动力到车间从事手工艺品制

作等生产活动，帮助贫困人口在家门口

就近就地就业。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初夏时节，万物勃发。教学相长，砥

砺前行。5 月 9-11 日，全区科级主要领导

干部读书班在柔刚写字楼多功能会议室

开班。开班动员会上，副市长、区委书记

雷云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全省市厅

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和全市主要县级

领导读书班作出的部署要求，紧密联系

实际进行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

开创安居发展新局面。为期 3 天的读书

班内容丰富、课程紧凑。从聆听报告、专

题辅导到分组讨论、交流心得，再到深入

思考、集中汇报……学员们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的

丰富内涵，紧扣省委书记彭清华的讲话

精神，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直言不讳、各

抒己见，一股浓郁的学习之风在柔刚写

字楼内流溢。

言语问答之间，聚焦发力；思想碰撞

之时，豁然开朗。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次

读书班是一次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理清

思路、完善举措的精神之旅，必将敦促全

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奋

发有为的心态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推

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怎么看？
学得更深 悟得更透

善于学习才能进步。

在此次读书班开班前，区财政局局长

冷俊按照要求，自学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特别是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等规定学习篇目。

读书班课程安排精细，授课内容针对

性、实效性强。通过这次读书班的学习，

干部思想进一步统一、发展共识进一步凝

聚、干事创业激情进一步增强。

“这次学习充分体现了区委抓‘关键

少数’的政治高度、筑牢‘四个意识’的坚

决态度，9 堂县级领导的专题讲座，结合县

级领导自身分管工作，明确了未来怎么

办、怎么干，找到了开启经济社会发展大

门的“金钥匙”。

感触颇深的还有区经信局局长杨军。

“此次读书班感触颇深、收获很大，专题讲

座选题精准，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强的指

导性。”杨军表示，读书班后，将组织党员

干部更加系统深入地学习，对标工业发展

目标任务，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通过读书班的学习，全区主要领导干

部进一步坚定了信念、明确了目标、凝聚

了共识、提升了能力。

怎么办？
方向更明 干劲更足

学习实践无穷期。

“始终加强主观世界改造，时时对标

看齐， （紧转02版）

区政府四届29次常务会召开
传达学习全市脱贫攻坚“春季攻势”总结暨“夏季战役”动员会精神等事宜

深学实悟见行动
——安居区科级主要领导读书班侧记

政 务 公 开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新时代富民强区新思路新举措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家镇长安村发展黄花产业扶贫模式

种植“小黄花”结出“致富果”

区残联积极推进民生工程

为残疾群众撑起一片晴天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