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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新区开展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

增强广大师生环保意识

图片 新闻

责编：吴文君

生态环境部、住建部督查组入驻遂宁

督查明月河、米家河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市住建局召开迎接市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动员会

接受“综合会诊”严守安全“底线”

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河东新区工作站成立大会召开

首期募得社会爱心资金40.2万元

本报讯 2018 年高考将至，为加强

学校食品安全风险监督，有效保障校

园餐饮食品安全，确实保障高考期

间师生用餐安全。 5 月 29 日，河东

食药分局对辖区内东辰荣兴国际学

校、遂宁外国语学校膳食中心高考

供餐准备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

在东辰荣兴国际学校和遂宁外

国语学校，检查组一行重点检查了学

校厨房操作间内清洁卫生、工具清洗

消毒情况、冷藏柜是否正常运转、原

材料采购情况，并现场针对发现的问

题提出监督执法意见。

检查组要求，学校在高考期间，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严把食品采购

关、储存关、加工关，做好员工晨检

和食品出锅、留样、试尝记录，禁止

使用一切高危和高风险食材，确保高

考期间师生饮食安全。

（范晶）

本报讯 5 月 30 日，“遂宁市关心

下一代基金会河东新区基金站”成

立仪式暨“六一儿童节爱心捐助”活

动在河东新区管委会举行，市关工

委顾问、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顾问

蔡永贵，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市关

心下一代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刘思俊，河东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刘娜出席大会。河东新区党

工委副书记刘小龙主持会议。

会上，刘思俊宣读了《遂宁市关

心下一代基金会关于同意成立遂宁

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河东新区工作

站的批复》并作支持鼓励讲话。蔡永

贵、杨远金为河东工作站进行授牌授

印。河东新区财政拨款 50 万元作为

基金会启动资金，遂宁市遂宁保信投

资有限公司、遂宁金科东峻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遂宁东辰荣兴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船山区永河页岩砖厂、遂

宁雅客食品有限公司等 20 家企业代

表现场进行募捐，共募得爱心基金

40.2 万元，为新区推动关心下一代事

业阔步前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娜代表区党工委、管委会对市

关心下一代基金河东新区工作站成

立表示祝贺，并向为河东新区关心下

一代工作辛勤付出的市领导、企业家

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她指出，近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

东新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统揽，坚定不移地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倾力改善民

生，大力支持和发展关心下一代事

业，更加注重关注青少年群体，不断

创新救助服务机制。近两年，累计资

助贫困学生、孤残儿童 608 人次，发放

各类帮扶资金 249 万余元，营造了帮

扶青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

针对下一步工作，刘娜强调，河

东新区正式成立了新区关心下一代

基金站，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搭建了

奉献爱心、传递真情的桥梁，增添了

回馈社会、温暖人间的平台，希望受

到资助的同学们倍加珍惜，不要辜负

各界爱心人士的殷切期望，化感激之

情为成才之志，变报恩之心为力量之

源，更加奋发有为，争取优异的成绩

回报社会；希望基金站加强对资金的

监督使用和管理，做到善款善用、账

款相符、公开透明、张榜公布，用到最

需要的地方去，用到最需要帮助的人

身上，保障基金发挥最大作用；希望

新区各级各部门加强宣传配合，齐心

协力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持续进步，

不断巩固人人献爱心、施善举、做贡

献的良好格局。

会议还现场对 30 名贫困学生进

行了慰问，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学习

用品。

河东新区关工委相关负责人、爱

心企业代表、新区关工委成员单位以

及受助学生参加会议。

（范晶）

本报讯 6 月 4 日，河东新区环保

分 局 携 手 遂 州 外 国 语 小 学 校 开 展

“六·五世界环境日‘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手拉手共创绿色校园”主题

活动，增强广大师生的环保意识，树

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活动为 18 名“美丽中国 我是行

动者”手抄报获得者进行了颁奖，并

现场设置环保知识有奖竞答，进行了

全体学生宣誓活动。同时，河东环保

分局还就小小行动者如何参与环境

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向参会学生提出

建议和倡导。

据了解，为全面宣传 6.5 环境日主

题活动，河东环保分局还结合第二次

全国污染源普查主题，印制环保宣传

单 1000 份、制作环保购物袋 1000 个，

在 2 个街道办事处、3 个管理办公室

和万达广场分别设点向群众发放宣

传资料和纪念礼品，使环境保护主题

宣传深入人心。

（范晶 实习生 方珺华）

本报讯 日前，河东新区工程廉政

承诺宣誓仪式在任家渡棚户区改造

项目 C、D 地块项目部举行。为护航

新区建设，河东新区纪工委畅通渠道

设立廉洁举报箱、增强仪式感压实廉洁

责任，对重点推进项目加强问责实效，抓

实工程领域建设的反腐倡廉工作。

据了解，当前，河东新区二期、仁

里 古 镇 等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正 在 推 进

中。针对重点工程多、民生工程多、

投入资金多等特点，河东新区纪工委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预

防，强化工程领域的反腐倡廉工作。

目前，河东新区纪工委已在河投公

司、仁里古镇办、水寨门项目部、任

家渡项目部等 13 个重要区域及工地

现场设置廉洁意见箱，并公布举报电

话。同时，从 3 月开始，纪检监察室

还联合新区目督办，每月对重点工程

项目进行现场督查并通报，对项目推

进不力的将按照相关规定约谈。

（范晶）

河东纪工委“护航”新区建设

抓实工程领域的反腐倡廉工作

河东食药分局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为高考保驾护航

河东新区实验幼儿园

开展六一“童梦·同乐”活动

本报讯 为保证高、中考期间我

市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和复

习应考环境，在市住建局统一安排

下，市质安站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以

分片督查的形式，从 6 月 4 日开始，

陆续对市城区建筑工地开展以施工

禁躁为重点的安全生产综合督查检

查。目前，已相继对市本级的凯旋

城、双发广场、城市梦想、拉斐公馆、

江湾国际等在建项目进行了督查和

指导，切实为高、中考“保驾护航”，

确保考生考试顺利进行。

督查中，督查组重点检查了施工

安全、施工噪声扬尘污染源控制、汛

期安全、“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

况等方面的工作，对存在安全隐患和

问题的项目责令限期整改。

督查组要求项目各责任单位严

格按照市住建局有关安全生产工作

的部署和要求，合理安排工期进度，

严格控制施工噪声和扬尘，落实减噪

降噪和抑尘降尘措施，切实做好高中

考施工禁躁、汛期安全生产、“安全

生产月”等各项工作。（高婷）

本报讯 6 月 2 日至 6 月 3 日，由生

态环境部、住建部组织的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入驻遂宁，全

面对遂宁市建成区明月河、米家河两条

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开展督查。

督查组通过听取汇报、公众满意

度调查、水体取样检测、现场巡河查

看雨、污排口、查看截污纳管工程措

施、调查河流附件企业排污情况、调

查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查看软件资

料 等 形 式 全 面 仔 细 地 开 展 督 查 工

作。督察组指出，要切实推进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建

设完善城市地下管网等措施，加快完

成黑臭水体治理从“治标”到“治本”

的彻底转变。

据悉，此项督查工作将持续到 6
月 11 日，期间市住建局、市环保局、

市水务局以及黑臭水体治理责任主

体船山区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将继续

全力配合国家督查组对我市黑臭水

体治理的专项督查工作。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对督查组指出的

问题立即整改落实。（高婷）

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部署动员会

增强建筑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本报讯 6 月 1 日，市住建局在建

设大厦 15 楼会议室组织收看收听省住

建厅全省安全生产暨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视频会议并组织召开“安全生产月”

活动部署动员会。市住建局安委会副

主任、局安办主任黄洪波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省防汛抗旱减灾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了汛期安全

生产、夏季消防安全、6 月份安全生

产综合督查工作；对“安全生产月”

活动作了动员部署。

黄洪波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全

省安全生产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视频

会议精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深

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进一

步增强建筑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

提升安全生产素质，遏制重特大安全

事故发生。同时，加强组织领导、抓好

“安全生产月”活动各项工作落实，促

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高婷）

市质安站严查施工噪声

切实为高、中考“保驾护航”

本报讯（范晶）日前，记者获悉，由河东新

区管委会主办，河东新区社事局、遂宁东涪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 2018 年首届河东新区文

创产品设计大赛已于今年 5 月启动，目前大赛

作品正在火热征集中。

据了解，此次活动主题为“创意河东”，主要

以仁里古镇、乐活水都（河东二期）为设计指

向，多角度、多领域地丰富河东特色旅游商品种

类，打造一批用创意设计承载遂宁河东新区故

事的旅游商品，让文创旅游产品走进市民生活，

拓展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活动时间为 5—9
月，其中，5—6 月为作品及小样征集，7—9 月为

评选及成果转换。

此外，本届大赛的作品围绕旅游创意产品

进行征集。旅游创意产品以仁里古镇、乐活水

都（河东二期）为创作背景，类别为文创旅游创

意产品，包含文化旅游商品创意设计、文化旅游

纪念品收藏品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宣传品创意

设计、农产品再销创意设计以及其他工艺美术

品设计，获奖作品将在 2018 年遂宁市旅游发展

大 会 展 览 。 详 情 可 致 电 ：0825- 2711315
2711297。

5 月 29 日—30 日，河东新区实验幼儿园开

展了庆六一“童梦·同乐”系列活动。本次活

动，通过马戏、趣味性玩水、美食品鉴等游戏，

让孩子们感受到节日的氛围。活动中，孩子们

倾情投入，在戏水、美食品鉴等趣味游戏中，相

互合作、快乐、愉悦。 （范晶）

本报讯 日前，市安委会第三巡

查组到市住建局巡查安全生产工作，

召开安全生产巡查工作动员会。市

安委会第三巡查组组长、市经信委党

组书记、主任刘锋华带队出席工作动

员会。

会上，市安委会安全生产巡查工

作组认真听取了市住建局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汇报，希望继续保持良好安

全生产工作势头，实现住建领域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同时，市安委会

第三巡查组就开展好本次巡查工作

强调，一是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巡查

的重要意义，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部署上来，

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认真落

实巡查工作各项安排部署。二要准

确把握安全生产巡查工作的具体内

容，通过深入巡查了解和掌握真实情

况，着力发现突出问题、深挖根源问

题，推动安全生产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生根，提升各地安全生产工作水平。

三要切实保障安全生产巡查工作的

顺利开展，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和严肃

慎重的态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

调查了解和反映地方的安全生产工

作状况，对巡查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

重大问题，将如实向市安委会报告。

会上，市住建局局长姜国全向市

安委会第三巡查组进行了表态性发

言，他表示，市住建局全体干部职工

将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安委会巡查工作的各项

要求上，坚决拥护市安委会的工作部

署，主动接受巡查组的“综合会诊”，

以坚定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有力的

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巡查组工作安

排，推动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

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全力以

赴，积极配合，把这次安全生产巡查

工作作为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及时

提供相关资料，规范接触渠道，提供

便利保障，坚决配合好巡查工作。要

正视问题，积极整改，对巡察组指出

的问题、提出的意见，立说立行，即

知即办，决不推卸责任，敷衍搪塞，

促进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全面好

转。 （高婷）

民间艺人用金钱板民间艺人用金钱板
为为““海绵城市海绵城市””点赞点赞

近日，我市民间老艺术家胡儒辉新创

作金钱板《海绵城市真奇妙》，采用“金钱

板”的形式，向市民宣传遂宁海绵城市的经

验做法和为城市带来的改变，让海绵城市

理念深入人心。图为胡儒辉在闹市区街头

向过往市民宣讲海绵城市建设。 （高婷）

本报讯 6 月 1 日，为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一行赴安居区三家镇竹园村为村里

的孩子送上节日的祝福。

慰问组与孩子们亲切交谈，询问

他们的家庭情况和日常生活，以及

学习情况，鼓励他们克服困难，自强

自立，树立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并为 13 名留

守儿童送上了赠送书包、篮球、文具

等学习用品，为他们送上“六一”儿

童节的祝福。同时，市住建局将全

局干部职工为竹园村的孩子们捐赠

的书籍和玩具送到了竹园村“农村

书舍”，供孩子们免费阅读和娱乐。

此次慰问活动，让市住建局帮扶

村的留守儿童深深感受到党和政府

及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进一步营造了关心贫困儿童、助力

脱贫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受到了

孩子们的欢迎。 （高婷）

市住建局开展市住建局开展““大手牵小手大手牵小手””慰问活动慰问活动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一行赴安

居区三家镇竹园村为村里的孩子送

上节日祝福

河东新区举行首届文创产品设计大赛

拓展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

图片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