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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播报

本报讯 5 月 21 日，我县召开关

于“大力推进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文

旅强县”调研座谈会。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邓茂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县文联、县旅游局、县文

广新局、县子昂管委会等相关单位

负责人围绕我县文化和旅游的发

展、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机遇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发言。

邓 茂 指 出 ，要 认 真 落 实“ 大 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要求，推动

思想大解放、工作大落实 ;要保持认

真负责的态度，围绕“文旅强县”组

织干部职工开展大讨论大调研，集

中智慧，凝聚共识，形成高质量的报

告 ;要多思考、多研究，找准问题，提

出思路，落实措施，努力推动我县文

化繁荣兴盛。 （郑 蕾）

我县召开关于“大力推进文化繁荣兴盛 建设文旅强县”调研座谈会

努力推动我县文化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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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5 月 25 日，我县召开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推进会暨

普查员培训会，会议传达全国和全

省污普工作推进视频会议精神，安

排部署我县当前污染源普查工作。

副县长邹清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全国污染源普查作

为重大国情调查，不仅是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做

好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基础和关键。会议要求：县污普领

导小组和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坚决扛起抓好污普工作、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治责任，进

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切实做好前期

污普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把宣传挺在前沿，把制度落到实

处，把培训做出实效。要全面掌握

全县各类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情

况，完善环境统计体系，搞好普查成

果的开发应用，推动环境监管能力

提高。

邹清强调：各责任部门要进一

步压紧压实责任，认真对待此次普

查工作，及时和市级主管部门及县

污普办做好普查工作协调，坚决打

好全国污染源普查战，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 （李晓玲）

县工商联
近日，县工商联按照省委、市委、

县委的安排部署，多措并举扎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据了解，县工商联结合单位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实施方案，组织

机关干部、商协会负责人召开动员

会，对活动进行周密细仔的安排，并

对工作任务进行层层分解，明确落实

责任人，确保活动落到实处，不走过

场。组织干部职工采取集中学、自学

等形式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开展专题讨论 3 次，撰写

心得体会 8 篇。围绕优化营商环境、

民营经济发展等课题，深入企业、商

协会开展实地走访调研，掌握第一手

资料，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商协会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邱超 贾明高）

县司法局
5 月 21 日，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一行前往四川远阳律师事务所调研

律师事务所规范管理、党建等工作，

以全面贯彻省市县关于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大培训、大落实”

活动的精神，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水

平，推进法律援助工作。

在四川远阳律师事务所，调研组

一行先后参观了远阳所客户接待区、

律师办公区、会议室、档案室等区域，

查阅了案卷资料和工作台账，听取了

远阳所主任对管理工作的介绍、远阳

所党支部书记关于党建工作的汇报。

调研组对远阳所在承担“七五”普

法、法律援助等社会责任中彰显的价

值给予肯定，对律师事务所发展取得

的成绩表示认可。双方还就律师事

务所在推进村（社区）法律顾问、维护

律师执业权利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冯瑛 廖翠翠 罗明金）

沱牌镇
5 月 21 日，沱牌镇召开“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学习会，全体机

关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市委、县委领导

干部读书班精神，就深刻认识“十个

指明”、准确把握“天府六问”、全面打

好“三大攻坚战”作了具体要求。

会议强调，沱牌镇的“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要以省委、市委、县委

的精神为指引，以“四学”“四论”“六

问”为主线深入实施。学习党章党规新

纲领，系列讲话新思想，乡村振兴新战

略，脱贫攻坚新机制；讨论乡村振兴如

何实施，脱贫攻坚如何推进，环境治理

如何落实，三治融合如何见效。要把省

委书记彭清华提出的“天府六问”在最

基层的落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目标是

否明确，标准是否统一，产业是否兴旺，

基础是否完善，动力是否充足，作风是

否扎实。 （艾君）

金家镇
5 月 18 日，金家镇召开 2018 党建

工作暨“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推进会。

会议组织学习了县委关于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文件，

安排部署了全镇相关工作。据悉，金

家镇将以“四学”“三讲、两会、一课”

为抓手开展大学习，围绕“五大主题”

扎实开展大讨论，以凝聚共识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大调研，做到开

展活动和改革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

促进，以学习讨论调研的成果推动工

作开展，以改革发展的成绩检验活动

实效。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

重视，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

建设；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

的纯洁性；要尽快督促各基层党组织

结合实际，抓实抓好“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 （郑蕾）

本报讯 5 月 25 日，射洪召开电商

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听取相关企业

对我县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会上，蜀信易电商公司、同城快

递、美绿鲜公司、合众生态农业公司

等企业相关负责人就各自企业电子

商务的发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相关

建议意见进行交流，并围绕如何改善

电商发展环境、争取更多的扶持政策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 议 要 求 ，各 电 商 企 业 要 进 一

步坚定信心，创新思路，推进重点领

域电子商务发展；要大力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促进电子商务与农村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要加强电子商务

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素质和销售技能，全力开创电子商

务新局面。

副县长欧玉平出席会议。

（郑蕾）

本报讯 5 月 24-25 日，全市工业

经济暨项目工作推进会召开。5 月

24 日，市委副秘书长曾光明带领参

会人员来到我县参观学习现场。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沱牌公司

自动化灌装包装技改和舍得艺术中

心、川中建材 83 万吨短流程钢技改

升级项目、朗晟年产 5 万吨锂电池

材料、盛威致远年产 1000 吨金属锂

新材料项目、宝塑新型 PE 管材和绿

然国际大酒店，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现场了解重点项目推进及存在问题

等情况。

曾光明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

间观念和目标意识，确保项目建设

快速有序推进；要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主动作为，找准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加快工业发展；要加强自身管

理，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节能降

耗、人才引进等方面狠下功夫。

副县长蒋桂彬陪同参观。

（郑蕾）

本报讯 5 月 24 日，我县组织收

听收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强调，高校毕业生是宝贵

的人才资源，是新成长劳动力的主

体，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

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级各

有关部门及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聚焦重

点领域，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引导高校毕业生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要主

动担当、主动作为，以钉钉子精神落

实好各项政策举措，为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提供有力的保障，努力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

副县长王勇在射洪分会场参加

会议。 （艾君）

我县召开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推进会暨普查员培训会

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全市工业经济暨项目工作推进会
与会人员参观射洪现场

我县电商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要求

全力开创电子商务新局面

我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让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有保障

本报讯 5 月 23-24 日，农业农村

部经管总站体系与信息处处长高小

军等一行到我县，就乡风文明建设

进行专题调研。副县长何小江陪同

调研。

调研组一行 ,先后前往大榆镇古

井口村、广兴镇新场村康寿颐养服

务中心、太和镇白马庙村实地参观，

重点聚焦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

道式微、“老无所养”等问题进行详

细了解，何小江就我县近年来乡风

文明建设进行了汇报。

调研组希望我县进一步深入开

展乡风文明建设，以“诚、孝、俭、

勤、和”为主要建设内容，继续抓好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

村群众的精神风貌，让广大人民过

上好日子，有更多的获得感、自豪

感、幸福感。 （艾君）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县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以“5·
20 世界计量日”为契机，组织计量所、

川投水务、宏源燃气、明珠电力、县人

民医院、四川华泓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等相关单位在汇星百货门厅前开展

“5·20 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通过悬挂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接受咨询等形式，大力宣传

计量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县

工商质监局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一起给

现场咨询群众耐心讲解涉及百姓生活

的民生与计量、计量与安全、计量与健

康等知识，同时还进行免费测量血压、

辨别真假电子秤、清洗调修眼镜、接待

市民计量方面投诉等活动。

（唐晓琼 贾明高）

本报讯 5 月 27 日上午，射洪“子

昂文化大讲堂”第一期第四讲开讲

了。中学高级教师、曾任重庆南川语

文学会理事长的敬方杰老师，开展了

以《射洪是一座文艺的富矿》为主题

的讲座。

敬方杰老师以射洪史料入手，列

举、陈述了子昂故里丰富的历史文化

和文学创作素材，并以自己的人生经

历和创作历程，揭示了作家必须要爱

国爱家、有胆有识、有观察有思想。

敬老师用一个个简单生动的故事，勉

励大家一定要珍惜、传承陈子昂文化。

据悉，为弘扬射洪本土文化和中

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县

精神文明办、县文广新局、县文联特

推出惠民活动，开展系列子昂文化大

讲堂，并免费为市民开放。 （艾君）

农业农村部到我县调研乡风文明建设

抓好文明建设 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子昂文化大讲堂”第一期第四讲开讲

弘扬本土文化丰富群众生活
我县开展“5·20世界计量日”宣传活动

现场接受群众咨询

本报讯 5 月 25 日，主题为“脱贫

攻坚、关工助力、就业帮扶”的射洪县

2018 年 农 村 贫 困 青 年 就 业 专 场 招 聘

会在县就业局成功举行。

招聘会现场一派热闹，招聘单位早

早摆好咨询台，主动讲解热情服务，应

聘人员积极咨询，认真填写相关应聘

资料。此次招聘会，共有 45 家企业参

加，提供用工岗位 2000 余个，涉及生

产、会计、机械操作、销售及后勤保障

等多个岗位，为农村贫困青年搭建了

良好的就业平台。

截至目前，全县共组织就业扶贫专

场招聘活动 4 场、送岗位送政策送信息

下乡活动 2 场，有力促进全县贫困劳动

力为主的劳动者转移就业。

据统计，当天有 500 余名农村贫困

青年和城乡求职人员进场咨询、求职，

达成就业意向协议 126 份，其中农村贫

困青年达成就业意向协议 32 份。同

时，招聘会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处，免

费为农村贫困青年等广大求职者提供

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咨询

服务。

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黎云凯出席

了当天的活动。 （艾君）

我县成功举办 2018年农村贫困青年就业专场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2000余个

本报讯 5 月 23 日，县政协诗

书影画院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开。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政协诗

书影画院名誉院长李晓曦，县政协

副主席、政协诗书影画院院长王庆

华出席。

会议举行了诗书影画院换届大

会，听取了县政协诗书影画院第一

届院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表彰了县

政协诗书影画院第一届委员会先进

成员。审议通过了县政协诗书影画

院管理暂行办法，宣布了县政协诗

书影画院第二届院务委员会及各小

组组成人员名单。会议决定王庆华

任县政协诗书影画院院长，杜敬华、

秦刚任副院长，杜敬华任秘书长，陈

元惠、张仁康任副秘书长，黄先琼任

办公室主任。

会议宣读了聘任第二届县政协

诗书影画院名誉院长的通知，聘任

李晓曦、文纯宝、曾惠民、李林昌等

为名誉院长。县政协第二届诗书影

画院成员代表还作了发言。

李晓曦强调：县政协诗书影画

院要围绕中心大局，汇集发展力量，

以诗书影画为载体，以艺术创作为

媒介，开展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的、

形式多样的创作活动，进一步巩固

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基础，汇集建设

“县域经济排头兵、工业强市主力

军、乡村振兴先行区、新型城镇化示

范县”的更大力量。要把握时代要

求，推动文化繁荣；深入挖掘我县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深入一线开展采风活动，吸取营

养，提升原创力，激发创作灵感。要

强化自身建设，提升创作水平，要搭

建形式多样的创作平台，坚持“走出

去，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县内外

文艺界的合作交流，开阔视野，更新

观念，增强创新能力。

会后，全体成员还到了洋溪镇

红豆杉基地进行了诗书影画艺术采

风活动和笔会活动。

（许竣钦）

县政协机关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推进会

把握要求精心组织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县政协诗书影画院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以诗书影画为载体
巩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基础

本报讯 5 月 25 日，县政协机关开

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推

进会。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

出席会议并讲话。县政协副主席王

庆华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秘书

长杜敬华主持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春节前夕

赴四川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讲话精

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全省市厅级主

要领导干部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县

委书记蒲从双在全县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读书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精神、县

委“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专题

推进会精神。会上，王庆华、杜敬华以

及各专委会主任结合工作实际，纷纷

做了讨论发言，并明确下步工作。

针对下一步“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李晓曦强调，要深化认识

提高站位，增强活动开展的紧迫感、

责任感，切实抓好落实工作。要把握

要求，精心组织，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领导干部要起到带头作用，开展好大

学习，要在学深、悟透、落实上下功

夫，开展好大讨论，要在交流心得、交

流情感、交流工作、总结经验上下功

夫，开展好大调研，围绕“锂电产业发

展、金融风险防控、乡村振兴战略、精

准脱贫、文旅兴县”等课题深入调研，

撰写提交高质量调研报告。要聚焦

目标，搞好结合，不断推进政协的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结合《政协常委

会 2018 年工作要点》，按照时间节点，

聚焦重点工作，狠抓专题协商，聚焦

脱贫攻坚，开展好民主监督，同时要

加 快 启 动 民 主 评 议 和 民 主 测 评 工

作。 （艾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