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长：骆常非 总编辑：邓正强 值班副总编辑：刘凯

总第7197期

今日 版8

2018年6月

28
星期四

戊戌年五月十五

中共遂宁市委机关报 (遂宁日报社（遂宁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本期值班编委：李建荣 一版责编：李志 编辑：王春艳 组版：袁月 遂宁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6.26 空气质量指数：54 空气质量级别: 二级 空气质量状况:良 首要污染物：臭氧8小时

邵革军，男，汉族，1966 年 3 月生，山

西高平人，1988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1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交通大学企业

管理专业毕业，博士研究生。

1986.09—1988.08 核工业部汉中工业

学校化工分析专业学习

1988.08—1989.02 化学工业部成都有

机硅研究中心十四室工作

1989.02—1992.09 化学工业部成都有

机硅研究中心团委书记

1992.09—1996.12 化学工业部成都有

机硅研究中心科技实业公司办公室主任

（副处级）（其间：1994.11—1996.12 挂职

任 巴 中 < 县 级 > 市 委 常 委 、副 市 长 ；

1993.09—1996.07 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专科学习）

1996.12—1997.04 共青团四川省委研

究室副主任

1997.04—1997.12 四川省团校党委委

员、副校长

1997.12—1998.07 共青团四川省委青

农部部长

1998.07—2002.08 共青团四川省委统

联部部长（其间：1998.09—2000.07 四川大

学成人教育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班学

习）

2002.08—2003.01 共青团四川省委副

书记、党组成员（2001.03—2003.01 中国政

法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本

科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3.01—2006.10 共青团四川省委副

书 记 、党 组 成 员 、省 青 联 副 主 席

（2002.09—2004.07 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

2006.10—2007.03 四川省攀枝花市副

市长、省青联副主席

2007.03—2008.09 四川省攀枝花市副

市长

2008.09—2011.04 四川省攀枝花市委

常 委 、秘 书 长 、市 直 机 关 工 委 书 记

（2007.09—2009.09 西南交通大学行政管

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硕士

学位）

2011.04—2011.05 四川省绵阳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

2011.05—2012.10 四川省绵阳市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市行政

学院院长

2012.10—2013.06 四川省乐山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

2013.06—2014.04 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办主任

2014.04—2018.06 四 川 省 委 副 秘 书

长、省信访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委省政

府信访办主任（兼）（2009.09—2015.06 西

南交通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

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18.06— 四川省遂宁市委书记

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邵革军同志简历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姚波 杨小东） 昨

（27）日，我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

委关于遂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任职的决定。

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蒋天宝出席会议

宣布省委决定并讲话。市委书记邵革军出席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主持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市政协主席刘

德福，市委副书记郑备出席会议。

蒋天宝宣布了省委决定：邵革军同志任中

共遂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蒋天宝在讲话中指出，省委决定邵革军同

志交流任遂宁市委书记，是从全省工作大局

和领导班子全局出发，结合遂宁实际通盘考

虑、慎重研究决定的。近年来，在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以赵世勇同志为班长的遂宁市委，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团

结带领市级领导班子成员和全市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

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统筹推进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活力强劲，对外开放

合作不断深化，城市建设品质不断提升，党的

建设和民生事业不断发展，全市呈现出综合

实力大幅度提升、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发展后

劲明显增强、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生活和谐稳

定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

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

市广大干部群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结果。

蒋天宝说，邵革军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四

个意识”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

央、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综合

素质好，经历多岗位锻炼，熟悉党务、经济工

作和基层情况，组织领导和统揽驾驭全局的

能力较强。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点子办法较

多，创新意识和执行力较强。事业心责任感

强，敬业务实，敢抓善管，敢于担当，依法行政

意识较强。作风民主，心胸开阔，团结同志，

亲和力强，干部群众基础较好。省委认为，邵

革军同志担任遂宁市委书记是合适的，充分

体现了省委对遂宁市级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

重视，对邵革军同志的信任。

蒋天宝说，这次遂宁市委主要领导的补

充，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市各

级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拥护省

委决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统揽

全市工作；要紧扣“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

发展新格局，毫不动摇地推动遂宁经济高质

量发展；要坚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执政水平。希

望大家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以邵革军同志为班长的市

委坚强领导下，勇于担当新时代历史使命，坚

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按照省委“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部署，解放

思想、改革创新，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努力把

全市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以实际行动和优异

成绩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邵革军在讲话中说，省委决定我到遂宁市

工作，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深感使

命光荣，更感责任重大，一定倍加珍惜为遂宁

人民服务的机会，忠诚履职、竭尽全力、努力

工作。遂宁历史悠久、人文殷厚，是成渝发展

主轴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充满生机活力、

蕴藏巨大潜力的一方热土，广大干部群众具

有开拓创新、拼搏奋进的优良传统。近年来

通过“无中生有”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态旅

游产业、现代物流产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

的新路。遂宁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

接续奋斗、砥砺奋进，四大班子齐心协力、共

谋发展，提出了实施“四大发展战略”、推进

“七大提升行动”、打好“三大攻坚战”等一系

列重大战略举措，为全市创新发展、跨越发

展、绿色发展勾画了宏伟蓝图、奠定了坚实基

础，开创了良好局面。

（下转02版）

遂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决定
蒋天宝出席会议宣布省委决定并讲话 邵革军讲话 杨自力主持

本报讯（邓杨 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近日，市

科知局、市财政局、人行遂宁市中心支行、市金融

办、遂宁银监分局、遂宁经开区、物流港（高新

区）和射洪农科园联合印发了《遂宁市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试点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和《遂宁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我市推进专利

权质押融资及贷款管理予以了明确和规范。

《方案》提出，将按照“贷款、保险、财政风

险补偿捆绑的专利权质押融资服务”模式，将

遂宁经开区、遂宁物流港（高新区）和国家农

科园核心区纳入试点范围，在试点区域内探

索开办“遂心·知信贷”专利权质押贷款，建立

专利评估作价、质押贷款、保证保险、风险补

偿、贴息贴费联动机制，实现借款人通过自有

专利质押给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方案》提出，

大力推行一次授信、随借随用、随用随还的专

利权质押贷款模式，即对信用等级较高的企

业，采取作价评估基础上，一次性专利质押授

信，授信期不超过一年（含一年），在授信额度

和时限内，企业随借随用、随用随还；对信用

等级一般的企业采取逐笔方式办理专利质押

贷款。银行对企业贷款发放原则上不得超过

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专利权评估价值的

70%，一次性授信和单户最高贷款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贷款利率上浮比例不得高于同期同

档次基准利率的 30%（含），保险机构保证保

险费率不超过贷款本金的 2%。

《办法》详细规定了贷款对象、用途和条

件，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和保险，合作银行、

合作保险机构、评估机构的确定，风险补偿和

专项补贴的实现方式，贷款管理，风险控制和

监督机制等方面内容。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曦）根据四川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

调整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要求，昨（27）
日，市人社局、市安监局、市卫计委、市总工

会联合发文调整我市高温津贴标准。自 7
月 1 日起，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

贴标准由每人每天 8-12 元调整为每人每天

18 元。

根据要求，各用人单位要自觉遵守高

温天气下安排劳动者工作应支付高温津贴

的规定，同时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具体

工作条件，通过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

制定规章制度等方式，依法建立高温津贴

支付制度，按规定标准发放高温津贴，并纳

入工资总额。各地人社部门要会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卫生和计划生育、总工会等部

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改善工作环境。对不按规定

发放劳动者高温津贴或违反其他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昨（27）日 ，受 绵 阳 、江 油 等 地 强 降 雨 影

响，涪江遂宁段出现了近 5 年最大洪水。遂

宁过军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迎来了今年入汛

以来的首次洪峰，最高水流量达 10000 立方米

每秒。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水位情况

刘昌松 摄

涪江遂宁段出现
近5年最大洪水

我市印发《遂宁市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试点方案》《遂宁市专利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企业最高贷款额度可达300万元

我市7月起调整高温津贴标准
每人每天提高到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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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港企业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颈

提高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

相关报道详见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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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委书记、县（区）长
“三大活动”调研报告摘登

记者 27 日从教育部在贵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 2011 年 11 月启动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实施了 7 年，目前已覆盖全国 29 个省（京、津、鲁

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 个县，受益学生人数达

3700 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

导局局长何秀超介绍，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营

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 1248 亿元，并安排 300 亿元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学校食堂建设。试点地区学

校食堂供餐比例到目前已达到 76%，大大提高了供应安

全、卫生、营养饮食的能力。

何秀超说，为了让试点地区学生吃上卫生、可口的

饭菜，逐渐减少“牛奶＋鸡蛋 ”“面包＋火腿肠 ”等单一

供餐模式，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食堂运行经费

和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有效提高了食堂供餐比例。

同时，教育部还指导河北、山西等 10 省份 88 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截至

2017 年底，全部实现国家贫困县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

目标，约 300 万名贫困地区学生享受到这项德政工程、

民心工程。 （据新华社）

教育部：农村学生营养餐惠及37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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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区域交流合作

挺直成渝经济区发展“脊梁”

6 月 27 日，我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 刘昌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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