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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约 20 公里的车程，古朴而宁静的

玉丰镇便呈现在眼前。一条条整洁的

道路穿镇而过，视线所及，几乎没有什

么垃圾。即便是炎炎夏日，也与人们

印象里“苍蝇满天飞、垃圾到处堆”的

农村场镇环境大相径庭。村民说，这

源于玉丰镇实施的“垃圾治理革命”。

一线探访
“垃圾革命”实践
勾勒农村人居环境新面貌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关键在村民。”

作为从事基层环境综合治理的乡镇干

部，玉丰镇综治办主任熊飞翔深谙此理。

熊飞翔介绍称，为了让广大村民自

觉加入垃圾治理这场“革命”中，2015
年起玉丰镇陈坝村率先探索卫生评比

制度。每户收取 1—2 元的垃圾处理

费，作为卫生评比资金。每个月或者

每个季度搞一次评比，对做得好的村

民给予小礼品奖励。因效果显著，随

后在全镇各村推广，充分激发村民自

觉维护村环境卫生的积极性。

如今，卫生评比制度不再实施，但

经过这场“垃圾治理革命”的洗礼，老

百姓和多年形成的“随手乱扔”陋习挥

手告别，农村生活垃圾也找到了自己

的“家”，再经垃圾转运“服务外包”，玉

丰镇做到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彻底

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局面。

读懂文件
让乡村治理更加有效
乡村更加生态宜居

今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局之

年。市委一号文件明确了乡村振兴关于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目标：（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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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

废止3件修改35件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市委七届61次常委会议召开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和在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遂宁行动

一个小镇的
“垃圾革命”

市城区20个集贸市场
免费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本报讯 3 月 12—5 月 21 日，市城区 20 个集贸市

场 1337家经营户使用的 1730台计量器具接受了市计

量检定测试所的免费强制检定。市计量检定测试所

相关负责人表示，其中，检定合格 1523台，不合格 207
台，检定人员对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粘贴了绿色集

贸市场专用检定合格证，对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要求

商家立即停止使用，并要求市场管理方加强监管 ,及
时整改，一并通知辖区工质部门后续处理。

在免费强制检定的基础上，为扎实推进计量监

管工作，有效解决计量违法行为，市计量检定测试

所联合船山区工质局组成抽查组对市城区卫星桥

集贸市场、核桃湾等集贸市场开展了计量器具检定

“回头看”抽查行动，抽查中发现计量器具的违规违

法行为明显减少。抽查组表示，“回头看”行动中一

旦发现计量器具仍不合格，将对商家重处。 (何敏)

《中共中央关于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相

关文件专项清理的决定》日前发布。党中央决定，废止

3 件、修改 35 件中央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

针对涉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

件进行专项清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决策部署，对于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效解决部分党内法规

和文件与机构改革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

题，确保机构改革依法依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决定》指出，中央纪委、中央各部门要抓紧对本单位涉

机构改革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进行清理，国家机关各部

委党组（党委）要按照机构改革精神及时清理自身制定的涉

机构改革的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要组织实施好

本地区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的清理工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识专项清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认真抓好贯彻执行。对废止的党内法规

和相关文件，要按照档案、保密管理有关规定，做好存

档、查档利用等工作。对需要修改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

件，要抓紧启动修改工作，优质高效完成修改任务。

（据新华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昨（30）
日，市委七届 61 次常委会议召开，传达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精神。市委副书

记、市长杨自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郑备，市委常委向此德、吴相洪、杨颖、周

鸿、张列兵、袁超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

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和在纪

念 马 克 思 诞 辰 20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精

神。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

习贯彻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讲话精神上来，自觉做马克思主义的忠

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要加强学习，通过

全面系统学、长期深入学、联系实际学，领

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要强化宣

传，各级党委（党组）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与干部群众息息相关的鲜活事例来

讲清道理，务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指导实

践，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果转

化为推动发展的力量源泉，当前重点要结

合“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认真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川篇”，准确把握遂宁的市情特征，分析

研判发展的问题短板，科学提出下步的思路

举措，实现弯道超车、提质升位。

会议传达了全省维稳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识到

稳 定 是 一 切 工 作 的 基 础 ，把 稳 定 放 在 心

上。要狠抓工作落实，落实“属地管理、谁

主管谁负责”的工作原则，形成基层维稳工

作机制。要严格责任追究，启动问责，绝不

姑息。

会议研究了《关于深化川渝合作推进

成渝经济区中部崛起的研究报告》《关于遂宁

在四川南向通道中的作用研究报告》《关于加快

推进全省锂材料及其应用产业发展的研究报

告》。会议强调，要加强与省直部门的对接沟

通，多向省直对口部门汇报，争取这些建议被

省上认可采纳，最终纳入省委的战略决策和发

展举措。要加快推进我市大调研活动，把实际

情况摸清吃透，把发展政策举措和实施路径找

准找实，拿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要积极营造

浓厚氛围，宣传部门要加强统筹策划，细化宣

传方案，充分发挥市内外广播、电视、报刊、互

联网等媒体作用，为活动广泛深入开展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确保活动有声势、有特色、有

亮点。

会议还传达贯彻了全省统战部长读书

班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

任贺武，副市长陈伐，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主席蒋志明列席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维 实习生 胡
启）昨（30）日，我市召开专题研讨会，专题研

究遂宁在四川南向开放合作中的作用等相关

问题。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出席会议。

根据省委关于“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安排和省委关于“南向开放空间潜

力很大，要作为一个重点来研究和推进”的

重要要求，我市立足实际和发展优势，对此

进行了深入学习、讨论、调研，并初步形成

了《关于遂宁在四川南向通道中的作用研

究报告》。杨自力认真听取了各位专家以

及市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详

细了解了报告的内容。他对相关部门在报

告中取得的初步成果以及专家们提出良好

的意见建议表示肯定和感谢。

杨自力指出，要进一步加强上下沟通

衔接，统筹协调，摸清情况，特别是要加强

与省级部门的对接，努力争取上级支持；要

进一步深化调研，准确把握市情，同时充分吸

取专家意见建议，对报告进行高质量的完善

和修改；要充分体现遂宁优势、遂宁需求以及

遂宁作用，理清遂宁与成都、重庆的关系，既

要突出报告的理论支撑，又要提供真实可靠

的现状和例证，使报告具有说服力和可操作

性，力争为省委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

市委副书记郑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向此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相洪，

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出席会议。

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市社会各界多举

措关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真正将温暖与关爱送到孩

子们的心间。图为：5 月 30 日，遂宁市中心医院为蓬

溪县黄泥乡 29 名留守儿童送去书包、文具等学习用

品，让他们过了一个温馨、快乐、难忘的节日。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杨自力在遂宁南向开放合作中的作用专题研讨会上指出

高质量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力争为省委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依据

宝贝！爱你们！！
农村场镇环境改善背

后，是遂宁不断扛起的农
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重
任。2018年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开局之年，乡村振
兴战略再次给出了农村人
居环境新目标。“全市环保
系统将结合乡村振兴的总
体目标，明确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的重点和主线，全
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5
月 24日，市环保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我市督查各县（区）整治“群众最不满
意的10件事”活动开展情况

创新四大活动
梳理万条意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5 月 15-18 日，市

纪委牵头组织对各县（区）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从监督检查

情况来看，各县（区）高度重视，行动迅速，结合各自

实际，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取得一定

实效。

据了解，各县（区）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

负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坚持做到亲自组

织研究、亲自安排部署、亲自统筹协调、亲自督促落

实。各县（区）普遍召开工作会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制

定了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分解工作目标任务，逐项明

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协同发力，凝聚合力，推进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深入开展。

另外，各县（区）在认真贯彻市委办、市政府办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

事”活动的方案》的同时，还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

开展“大梳理”“大走访”“大调查”“大征集”活动，

着力将情况摸清，将民意聚集。

其中，船山区征集意见建议 3481 条，分析排查

出群众反映强烈的 76 个具体问题；安居区初步筛选

民情民意 100 余条，拟将城乡环境治理、低保评定、

村务公开等事项作为重点整治内容；射洪县走访群

众 3096 人次，征集各类意见建议 6600 余条，并分类

作出梳理；大英县召开县级相关部门甄别筛选会，

对 梳 理 汇 总 的

26 类具体问题，

进行评估审核；

蓬溪县征集意见

建议 2485 条，推

荐筛选 330 件。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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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洪县前5月抓牢项目建设“牛鼻子”

八大争先工程
完成投资41亿

本报讯 今年以来，射洪县切实抓住项目工作

这个“牛鼻子”，使项目建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加速器。1-5 月，100 个八大争先工程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41.32 亿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射洪着力优化项目工作的

软环境：实行项目青年突击队和重点项目“VIP”室，

主动对接编制项目开工、竣工推进计划，“一站式”

办理项目前期审批手续，有力促进年产 5 万吨锂电

池材料生产等 25 个项目顺利开工。全力打造项目

攻坚的硬实力：严格按照“五个一”机制进行“挂图

作战”，实施牵头领导月调度、月推进、月督察、月考

核，并实时在工作群中“晒”成绩，已累计为沱牌舍

得酿酒配套工程技术改造、绿然年产 10 亿瓦时锂离

子电池等 13 个项目协调解决 10 个实际困难和问

题。倾力营造招商引资的吸引力：重点围绕天齐锂

业、舍得集团等上市企业和锂材料等特色优势产

业，吸引上下游配套型企业和项目进驻，大力推行

西合园招商模式，积极采用代建、代购固定资产的

方式吸引企业轻资产“拎包入住”，1-5 月累计招引

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等 7 个项目。（贾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