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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29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

雷云主持召开区委四届 60 次常委会。区

委副书记、区长管昭，区委副书记熊杰，区

委常委肖舰、魏毅、高敬东、刘光辉、张雷、

杨冬梅、杨敏、陈发友、佟硕参加会议。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区政协主席李劲出

席会议。

会议研究了中省市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审定并原则同意《安居区关于

落实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的实施方案》《安居区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2018-2020）》《安居区污

染防治攻坚战 2018 年度工作推进方案》。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认识要再

深化，反馈问题整改要再提速，污染防治

攻坚责任要再细化，污染防治要再聚焦。

会议强调，污水管网、面源污染、秸秆禁

烧，要标本兼治；要进一步精准整改措施、

精准整改效果，加强重点区域、流域、领

域、行业、企业的污染防治，确保全区环境

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传达了全市 2018 年度整治“群众

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工作会精神，审

定并原则同意《安居区整治“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任务分解表》。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压实工作

责任，真正将整治活动办成“民心工程”；

要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全力提

升群众满意度；要坚持效果导向，注重工

作督察，对工作不落实、走过场、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严肃问责，

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违纪违规行为严肃

查处。

会议还研究了中央第四巡视组转交

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散乱污”企业专项

整 治 工 作 ，以 及 干 部 人 事 任 命 相 关 事

宜。会前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法》。 副 区 长 冷 强 军 、

聂 洪 、潘 昀 ，区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何 宪 法 列

席会议。 （曾晓梅）

本报讯 根据省委、市委扎实开展好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相关要求，

按照区委“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安排部署，5 月 29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雷

云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心得交流会。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区政协主席李劲，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区委常委、区委办主

任高敬东，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辉，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杨敏，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

陈发友，区委常委、副区长佟硕等区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一组成员参加会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分别

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

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期间的 79 篇重要著作

和 2014 年 8 月 18 日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期

间的 99 篇重要著作。

雷云就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二卷谈了三点心得体会。一是必须树

牢“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二是必须

把握“四个全面”，推动改革发展；三是必

须增强“四个自信”，开创崭新局面。

雷云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

二卷是一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

的经典著作。书中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

主要内容，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权威读本。全区上下要学好悟好用好这

两部重要著作，聚焦产业发展，做强区域

经济；聚焦改革开放，加强法治建设；聚焦

脱贫攻坚，提升人民福祉；聚焦管党治党，

清朗政治生态。

雷云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

动起来，组织单位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开展

学习。一要坚持自觉学习、带头学习，既

在“大学习”活动中树榜样，也在推动安居

发展中做楷模。二要坚持原原本本、精练

管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思想认

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牢牢地扎

根到头脑中去。三要坚持学用结合、知行

合一，把所学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

去，顺应群众的期盼，时刻检视自身；按照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认真指导抓

好“大学习”活动，进一步增添举措、加力

加劲，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为加快建设美

丽繁荣幸福安居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心得交流会上，邓立、李劲、肖舰、魏

毅、高敬东、刘光辉、杨冬梅、杨敏、陈发

友、佟硕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一组成

员，分别就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二卷作了交流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要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来，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文武、朱昌

建，副区长舒玉明，区政协副主席陈忠良

参加心得交流会并发言。 （曾晓梅）

在国际“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5 月 29 日，安居区“中国书法·安居表

达”青少年书法普及活动启动仪式在

横山中学举行。图为书法爱好者指

导青少年书写基本技能。

王超 摄

本报讯 遂宁市大型调查类全媒体直

播节目《阳光问廉》，在 2018 年第一期节目

中反映了安居区闲置“搁浅”的社区养老

服务。 5 月 25 日，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

相关人员召开反馈问题整改专题会，安排

部署整改工作。会议强调，以问题整改为

契机，对全区城乡日间照料中心工作进行

再摸排、再研究、再部署，确保两个月之内

让全区城乡日间照料中心运转有效。副

市长、区委书记雷云出席会议，副区长潘

昀参加会议。

雷云强调，《阳光问廉》节目中暴露的

问题，必须立即整改，确保两月内全区日

间照料中心运转有效，整改一定按照“快、

实、严”的要求。一是快，快是态度问题，

整改要迅速行动起来；二是实，整改不能

弄虚作假，敷衍了事；三是严，要以更严的

标 准 、更 严 的 纪 律 、更 严 的 作 风 进 行 整

改。雷云强调，针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与

会各部门要实行长短结合，一是要对近三

年全区日间照料中心的资金投入、设备情

况进行调查，是否存在资金挪作他用、不

实行专款专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贪

污等情况。二是要重新审视，每个日间照

料中心规划选址是否合理，是否还有整合

空间，牵头部门班子成员要实行挂片包片

制，覆盖每个点。三是要结合选址的不合

理，对目前的日间照料中心使用情况进行

研判，对正常运行、基本正常运行、不正常

运行进行分类，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四

是反馈问题要迅速整改、高标准整改，城

区、中兴暴露的问题，要在半个月之内完

成整改，采取就近原则，确保日间照料中

心运行起来。五是对城乡日间照料中心

的长期运行进行研究，尤其在机制创新和

投入保障上，要形成工作方案。六是启动

问责程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有

责就问。

整改问题结果如何，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28 日下午，雷云、管昭一行再次深

入凤凰街道和柔刚街道辖区社区、中兴镇

五香庙村、高楼房村实地查看日间照料中

心选址、投入、运行等具体情况。雷云、管

昭要求，要高度重视，扎实有效地推进日

间照料中心的建设和运行；要坚持公益性

为主，坚持群众路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及时解决日间照料中心在建设和运行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日间照料中

心正常运行，为广大老年人提供优质服

务，让日间照料中心切实发挥作用，真正

成为老年人活动的园地，成为老年人的

“第二个家”。

记者获悉，目前，由安居区民政局组

成的七个摸排小组已 100%完成了对全区

建成的 108 个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管理

运行情况摸底排查工作， （紧转02版）

市关工委到安居开展
“六一”牵手贫困生慰问活动

本报讯 5 月 29 日，市关工委顾问蔡永贵带领关爱

帮扶行动小组深入横山镇横山小学走访看望了贫困学

生，并带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慰问金。

活动中，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近年来学校的

发展情况及社会各界对横山镇小学的帮助和支持。随

后，关爱帮扶行动小组向贫困学生发放了慰问金，并详

细了解了孩子的生活、学习、成长等情况，勉励孩子们克

服困难，好好学习，增长知识，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

据悉，本次慰问活动发放慰问金 4 万元，共计资助横

山镇贫困学生 40 名。下一步，安居区关工委将加大帮

扶力度，进一步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孩子们创造更

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对于品德兼优，成绩突出，家庭贫

困的学生，区关工委对他们进行无偿帮扶，不断开创关

工工作新局面。 （郑捷）

安居区召开 2018年选调生“三谈”座谈会

以更高的目标塑造自己
努力提升综合能力水平

本报讯 为着力增强选调生“四个意识”，激励选调

生立足岗位，干事创业，昨（30）日，安居区召开 2018 年

选调生“三谈”座谈会。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管昭主持会议。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刘光辉，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参加会

议。全区 43 名选调生参加了座谈。会上，选调生分别

就参加工作以来的感悟、体会及存在的困惑，以及对选

调生培养的意见和建议作了发言。

在听取选调生发言后，雷云指出，基层是培养和锻

炼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最好熔炉，为选调生成长提

供了机遇和挑战。雷云鼓励大家继续深造学习，在工作

中多看、多学、多问，积极积累丰富经验，尽早成熟起来，

尽早担当大任。

雷云围绕“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提高自

己的工作能力、怎样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等方

面，给大家交心谈心。他希望，选调生们要以更高的目

标塑造自己，要志存高远，坚定信念，心怀理想，珍惜这

份选择，珍惜这份工作；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工作，主动作为。要以

更高的情商管理自己，要注重学习，静下心来思考，理性

看待问题，辩证分析问题。要以更好的状态激励自己，

要保持良好的作风，坚定理想信念，严于律己，守住底

线，树好良好形象；要积极进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

力提升综合能力水平，为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居贡献力

量。 （曾晓梅）

本报讯 昨（30）日，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市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总结暨“夏季战役”动员会精神，审议了 2017 年脱贫攻

坚成效考核问题整改方案、2018 年脱贫攻坚“夏季战役”

实施方案等事宜。副市长、区委书记、区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组长雷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管昭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邓立，区政协主席李劲，区委副书记熊杰，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肖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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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长张雷，区

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敏，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陈发友，区委常委、

副区长佟硕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参加会议。

雷云指出，在全市脱贫攻坚“春季攻势”现场验靶

中，安居区取得了较好名次，夺得了流动红旗。在现场

验靶视察步云乡筒竹湾村时对安居区脱贫攻坚给予了

“安排部署早、项目开工早、工作见效早”的充分肯定。

当前，脱贫攻坚已由“春季攻势”转为“夏季战役”。“夏

季战役”的时间段是 5 月到 7 月。从脱贫攻坚工作规律

看，这个时期是完成全年脱贫目标任务的关键时段，也

是项目建设的攻坚时段，必须再强定力、再鼓干劲，持续

攻坚。

雷云强调，一是项目建设要提速，从全区面上情况

看，除易地扶贫搬迁外，其他项目普遍进度滞后，特别是

道路、水利等项目还在招标，还有一些乡镇危房改造、拆

旧复垦进度缓慢，一些已退出村集体经济收入还没来

源。希望各责任部门、各乡镇按“夏季战役”确定的任务

的时限，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二是问题整改要落地，区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结合“回头看”和省级交叉考核反馈

问题，制定问题整改方案，关键在落实落地，要切实避免

同样的问题反复改、反复出现的现象。三是帮扶实效要

提升，区委组织部要加强贫困村“五个一”和非贫困村

“三个一”帮扶力量的统筹，进一步厘顺驻村工作队的职

责，尽快将第一书记调整到位，加强对贫困村支部书记、

驻本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培训工作。区脱贫办要针对帮

扶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帮扶能力提升培

训。四是资金管理要加强，要加强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督查。五是作风治理要从严，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改进

工作方式方法，改进督查方式，完善追查追责制度，建立

查实曝光机制，以作风建设的成果促进脱贫攻坚政策措

施落实到位。

会上，区交运局、区住建局、区卫计局等部门负责人

汇报了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开展情况和“夏季战役”工

作打算。 （曾晓梅）

雷云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心得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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