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46期

2018年6月

26

星期二

戊戌年五月十三

区县版

本土主流报纸 公信服务传媒

值班副总编辑：刘凯 主编：王高军 执行副主编：陈攀 副主编：王益林

媒体集群：射洪专刊 射洪发布 微播射洪 射洪新闻网 www.snshxw.cn

——射洪县人民医院 宣

★遂宁市急救中心射洪分中心 电话0825—6621120
★体检中心（健康咨询热线）0825—6637118
★医院网址http://shehong120.com/index.html

责编 贾明高 排版 欧阳

欣泽头条好新闻欣泽头条好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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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降耗节能降耗
保卫蓝天保卫蓝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6 月 21
日，县委召开十三届 62 次常委会议。县

委书记蒲从双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韬，县委副书记袁渊，县委常委

黎云凯、潘化荣、张庆、马英、田斌、吴建

伟出席会议。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列席会

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射洪县纪委

派驻机构全覆盖改革初步方案》。会议

强调，加强派驻机构建设，深化派驻监

督改革，是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要求

的政治任务，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

高度，全力推动县纪委派驻机构全覆盖

工作，全面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射洪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县“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会议要求，相关牵头单

位和整治责任单位要牢固树立“百姓至

上、民生优先”的理念，真心实意听取老

百姓的心声，真正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按照立即解决、限期解决、分期解决

的方法认真开展工作，明确工作任务，

细化工作责任，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认

真负责的态度，全面落实整治工作，认

真解决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我县“群众

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整治工作，务求取

得群众满意的实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县委七一表

彰对象的建议方案》。据了解，为充分

展示我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各条

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

硕成果，在纪念建党 97 周年之际，我县

将集中表彰先进基层组织 35 个，优秀共

产党员 99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 40 名。会

议要求，要紧密配合、周密部署，大力表

彰宣传先进典型、弘扬正能量，在全社

会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

会议审议了我县大调研活动重点调

研课题研究成果。会议强调，要始终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始终对标省委“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部署要求，持续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纵深推进活动开展，为推

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射洪力量。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县委召开十三届62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 6 月 21 日晚，由射洪县委、

县政府主办，县纪委监委、县委宣传部、

县广播电视台联合承办的大型全媒体直

播节目——《阳光问廉》在县文化艺术中

心开播。县委书记蒲从双出席直播活动

并讲话。

《阳光问廉》节目以“聚焦作风建设，

维护民生民利”为主题，采取电视、电

台、网络等全媒体平台直播形式开展问

廉互动，通过前期信访举报、监督检查、

案件查办、全媒体互动等渠道广泛搜集

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民生问

题。同时围绕《准则》和《条例》学习贯

彻情况，针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等问题，

现场质询相关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情况。节目通过短片形式

反映相关问题的整改结果，同时以短片

加现场质询的形式进一步开展问廉互

动。

在首期《阳光问廉》节目直播中，县

农业局、县食药监局以及太乙镇、仁和

镇相关负责人，围绕太乙镇巴掌村修路

修水池及 C 级危房改造不被村民买账、

禁渔期电捕鱼猖獗部门落实不到位、仁

和镇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进展缓慢、校园

周边存在“五毛”食品等与群众利益息

息相关的问题，与市民进行互动，并接

受考评团现场满意度测评。

在直播现场，《阳光问廉》节目通过

观看调查短片、主持人提问、部门负责

人作答、评论员点评等方式，针对出现

的干部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现场“拷

问”相关县直部门和乡镇负责人，追根

溯源查症结，打破沙锅问整改，直到答

复满意为止。由专家、学者、法律工作

者组成的专家团队，以及川报观察、四

川在线、遂宁日报、遂宁市广播电视台、

遂宁日报射洪专刊、射洪电视台等媒体

代表组成的媒体观察团，对被问廉单位

负责人的答复情况进行测评，并就相关

问题向被问廉单位负责人现场提问。同

时，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

邀监察员和群众代表等 50 人组成的考

评团也通过表决器对被问廉单位负责人

的回答做出考评。

在现场观看节目后，蒲从双指出，县

委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举措，全县党风

廉政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果。但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也没有完成

时，从曝光的 4 起案例看，我县还需进一

步下定决心，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努

力改进作风建设。

蒲从双要求，相关部门领导要立即

整改，确保整改到位，按照各自承诺在

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以实际的整改成

效取信于民；县纪委监委要立即行动，

对曝光的问题深入调查，在调查核实基

础上严肃处理，依纪依规处理到位；各

级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对照问题自查自

纠，以此次曝光推动全县廉政工作迈上

新台阶。

蒲从双希望，新闻媒体要继续监督

各项工作，要敢于亮剑；希望社会各界、

市民朋友履行好监督权。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政协主席

李晓曦，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廖镔

以及全体在家县级领导、乡镇、街道党

政负责同志和纪委书记，县直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纪检组长、纪委书记参加活

动。 （许竣钦）

我县2018年首期《阳光问廉》节目开播
现场质询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情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 6 月 22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韬组织召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扎

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将活动成果切实转化

为认真做好当前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实际成效，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努力推动射洪经济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县住建局、县环保局、县发改局等县直相关部

门负责人围绕如何“领先发展、率先跨越，推动射洪经济高质

量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结合射洪实际，针对城市基础设施

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提出

了合理建议。

张韬充分肯定了我县“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他指出，通过对党的十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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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精神的学习贯彻，对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通过对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明确

了发展的优势和短板，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

路径和举措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张韬强调，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调研报告，对县情再审视再分析，使调研报告与实际

相结合，与县情相结合，体现射洪特色；要充分运用好调研报

告的成果，进一步分解任务、完善规划，并生成项目，以调研

报告来推动工作；要进一步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监督考核办

法，督促责任落实，从严追责问责，不断提高监督实效，以大

督查推动大落实，以大落实推动大发展；要扎实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以活动来作为推动射洪“领先发

展、率先跨越”的抓手，将调研成果切实转化为认真做好当前

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实际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

思路、目标和举措，努力推动射洪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我县召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推动射洪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6 月 22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到伏河乡调研

农业农村工作，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部，强调要进一步夯实

基层基础，提升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积极推进乡村振兴。

张韬一行先后来到伏河乡红花村、桥楼村、桂花村、金竹

村、罐沟村、铧头村、新奇村，每到一处，都与乡村干部群众深

入交流讨论，询问发展最急需、最紧迫的事。并代表县委、县

政府对一线村干部表示慰问，希望乡村两级要充分利用乡村

振兴契机，用好用活产业经济链，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

民和村集体双增收。

在桥楼村，张韬结合该村正在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对村

干部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要紧密联系群众，培养吃苦耐劳、

百折不挠的精神，提高攻坚克难、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二是

要切实加强学习，自觉学法懂法，不断学习做好群众工作的

方法，切实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推动群众工作走上法

治化道路。

在齐全农牧集团射洪有限责任公司，张韬一行还实地查

看了即将投入使用的 1 万头种猪养殖生产基地及相关环保配

套设施。对该项目采取“公司+合作社+适度规模养殖农户”

的“四六开零风险养殖”畜牧产业化模式表示肯定。张韬强

调，要将其作为伏河乡的规划重点，推动生猪养殖产业发展，

同时大力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助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富民

增收。

就当前农业农村工作，张韬强调：乡党委政府要继续围绕

中省市县相关工作要求抓好落实，认真对标补差，对已达到

脱贫标准的贫困户要抓好回头看、回头帮，确保经得起检验；

要因地制宜抓好产业发展，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大户业主和

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等方式，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狠抓

环境治理，塑造文明乡风，注重乡村廉洁建设，杜绝村干部违

规利用职权行为，创造风清气正的乡村环境。 （许竣钦）

张韬调研伏河乡农业农村工作时强调

提升发展能力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6 月 22 日，县政协召开 2018
年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工作动员会，全面拉开了民主评议和

民主测评工作序幕。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县委常委、县总

工会主席黎云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朝书，县政府副县

长何小江出席会议。民主评议和测评工作领导小组的全体成

员，政协片区工委主任，被评议和测评单位负责人，县委办、

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纪委监委等部门有关负责

人，以及县党代表、县人大代表、市县政协委员代表和社区居

民代表共计 91 人参加了会议。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

出席会议并讲话。 （下转02版）

县政协召开 2018年民主评议和
民主测评工作动员会

评议县粮食局 测评县安全监管局县武引工程管理局

县食品药品监管局严查严打校园及周边不合格“五毛”食品

处罚生产经营单位8家停业整顿22家

本报讯 针对我县首期《阳光问

廉》栏目中曝光的校园周边存在安全

隐患的“五毛”食品问题，6 月 23 日—

24 日，县食品药品监管局雷霆出击，

强力治理校园及周边不合格“五毛”

食品。

该局结合辖区学校及周边小食品

经营点监管实际，科学制定治理方

案，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

组。分区包片，成立 18 个检查组和 7
个督察组，确保点到位、查到底、震慑

到位。以校园及周边 500 米范围内为

重点区域，以面向学生制售食品的生

产经营者、小食品批发市场和批发商

为重点对象，一户不漏、一库不落全

面排查，建立纸质和电子检查“两手”

台账。以实地检查督促食品生产经

营者落实进货查验和记录制度、索证

索票制度，定时盘货查库对检查中发

现的“五无”、来源不明、标签不符合

规定、涨袋、变质及过期食品及时下

架或查扣、对无资质经营的全部停业

整顿，强烈震慑不合格小食品经营

者。

据了解，两天内该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 507 人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173 家次，责令改正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 16 家，要求下架食品经营单位 116
家 881 个品种 1122.37 公斤，查扣食品

经营单位 14 家 90 个品种 14.44 公斤，

当场处罚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8 家，停

业整顿 22 家，发现案源 14 件，拟立案

14 件。 （贾明高）

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全国县级医院100强

敬畏生命 呵护健康

直面问题 立行立改
聚焦作风建设聚焦作风建设 维护民生民利维护民生民利

本报讯 为切实整改《阳光问廉》栏目中

太乙镇存在问题，6 月 22 日上午，太乙镇召

开《阳光问廉》问题整改追责党委扩大会，会

议由镇党委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参加。

会上，镇党委书记黄勇对《阳光问廉》播

出的有关太乙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要求

不能用信任代替监督，同时听取了与会人员

对整改提出的具体方法。

会议强调，针对整改方案要建立专项整

改工作组，下设执记问责组、财务整改组、小

微权力规范组、综合工作组，各个工作小组

务必将责任压紧压实，在 7 月 5 日之前对涉

及问题进行全面核实，确保整改到位，处理

到位。同时要求举一反三对全镇其他工作

开展自查，加强镇村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杜

绝出现类似问题。 （管琳 贾明高）

太乙镇召开《阳光问廉》问题整改追责会7月 5日前
所涉问题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