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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督察

表彰优秀树先进
表彰会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

中拉开序幕。遂宁二中党委委员、

副校长杨兰萍带领全体党员重温入

党誓词。

随后，遂宁二中党委委员、副校

长邱志勇宣读了中共遂宁二中委员

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表彰名单，并组织为受表扬的 35 名

优秀共产党员、9 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颁发荣誉证书。优秀党员代表李

秋月作先进事迹交流发言。

遂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邹显

斌代表学校党委向全校党员表示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向受到表

彰的优秀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他

结合党的十九大与学校党建工作情

况，对学校今后的党建工作提出了

要求。他强调，当前学校建设发展

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加快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核心

和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要始终秉持学校“仁爱弘毅，笃行

致远”的办学理念，以“仁爱”教育

为主线，以“培仁爱之魂，育博雅之

才”为育人目标，着力培养品德高

尚、身心健康，能适应升学需要和

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民族情怀、国

际视野的优秀公民。他认为，教师

不仅应当加强学习，认清形势，增

强政治敏锐感和使命感；也要立足

本职，求真务实，在各自岗位干出

实绩；更要端正心态，乐于奉献，做

一个幸福的教育人。“全体党员同

志要在党旗的领航下，精诚团结、

上下同心，创造出遂宁二中更加辉

煌的业绩！”

在庄严嘹亮的《团结就是力量》

歌声中，遂宁二中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7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落下

帷幕。

系列活动庆七一
据悉，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 97 周年，进一步贯彻十九大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讲话精

神，加强党性教育，加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党

的“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进一

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遂

宁二中将开展“扶贫攻坚”走访活

动、举办优秀党员和先进事迹报告

会，开展“追寻红色足迹永远跟党

走”、组织党的知识竞赛、观看党史

题材影视片等“七一”系列庆祝活

动，旨在开拓党员视野，加强党性教

育、增强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同

时，学校还将利用板报、宣传栏、校

园网和学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以纪

念建党 97 周年为主题回顾党的光

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基层党组

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指导

下，遂宁二中将继续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和榜样力量，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扎根教学育人岗位，为实

现中国梦伟大事业培养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人才。

（本组文/图 廖媛媛）

党旗领航谋发展 创先争优谱新篇
——遂宁二中隆重召开庆“七一”表彰大会

6月28日下午，遂宁二中在学校六楼会议室隆重举行庆祝建党97周年表彰大会，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宣传党的光辉
历程和丰功伟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遂宁教育事业
建设中。同时，学校对一年来在学校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学校在职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全体齐唱国际歌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表彰会现场

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

尊敬的污染源普查对象：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提出的生态环境

保护战略部署，准确掌握我国各类污染源排放

及污染治理工作状况，实现“十三五”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

污染源普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情调查，

普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有污染源的企事业单位

和个体经营户。普查范围包括我国境内排放

污染物的所有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集中

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和其他产生、排放污

染物的设施。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时 期 资 料 为 2017 年 度 的 资 料 。 我 市 从

2018 年 5 月起开展清查建库和全面入户调查，

届时佩戴普查工作证的普查员将入户调查登

记，并做到依法普查、文明普查。普查对象有

义务接受普查员依法进行的调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有关资料，如营业执照、生产报表、水

电气发票、燃料用料、环评报告、监测报告等，

协助填报污染源普查表。任何部门、单位和个

人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伪造和篡改普

查资料。

各级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污染源普

查条例》的规定，对普查对象提供的普查资料

和数据予以严格保密，不用于普查以外的目

的。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关心普查、参与普

查、配合普查，为圆满完成我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遂宁做出

应有的贡献。

监督举报电话：2391736

致遂宁市污染源普查对象的一封公开信

本报讯 为喜迎中国共产党 97 周岁华

诞，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员爱岗敬业正

能量，6月 26日下午，市中医院召开庆祝建党

97 周年大会。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何元

军，各党支部委员、党员代表及预备党员近

10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市中医院副院长陶春

潮主持。

会议开始，参会人员全体起立，奏响激

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陶春潮领

誓，预备党员纷纷上台面对着党旗宣誓，全

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何元军在讲话中，带领与会人员重温党

的光荣历史，总结了医院一年来党建工作取

得的新成绩新亮点，并为全场党员干部上了

一堂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党课。他希望，医院的党员要牢记宗

旨，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肯定成绩，抓好党

建促发展；凝心聚力，切实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认真落实“视病人如亲人，待病

人如客人，待同事如家人”的服务理念，切实

推进改善医疗服务行动，提升群众就医体

验。

2017 年是医院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

医院再次跻身“中国百强中医医院”，这是医

院连续 3 年获得该称号；陈泽入选为遂宁市

第四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王幸栓、李永新

入选为遂宁市第四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

备人选；陈东、王幸栓入选第三批四川省拔

尖中青年中医师；针灸康复科刘鹏荣获“刘

鹏劳模创新工作室”；脾胃肝病科荣获“工人

先锋号”；脑病科“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机械

取栓术”荣获“创新成果二等奖”；内分泌科

“中医五脏统治法治疗糖尿病足的临床应

用”荣获“创新成果优秀奖”；外一科杜尖荣

获“首席职工、技术标兵”。

（周雪梅）

市中医院召开庆祝建党97周年大会
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弘扬党员正能量

市中医院党员“先锋”、眼科主任周季家走

进校园为同学们讲解爱眼护眼小知识

油烟太呛噪声太吵
居民十多年不敢开窗

“我在这住了十多年，也被影响了十多

年。”介福东路 47 号居民魏女士介绍，之前，

每到晚上的时候，整条巷道油烟味道非常呛

鼻。除了油烟味，噪声也对当地居民影响很

大。“烧烤店里就餐的食客根本不管楼上的

居民，只顾喝酒划拳，声音大得在几十米外

都能听到。为了隔绝油烟和噪声，十多年

来，我晚上都没有开过窗户。”

同样住在巷道里的刘女士说，由于里面

开了多家烧烤店，巷道地面上的生活污水一

直没有清洗干净过，到了晚上连走路都不方

便。“还有一些喝醉酒的客人，随地大小便，

将巷子弄得乱七八糟。”

当地居民刘兵表示，针对此事介福东路

几百户居民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但一

直治标不治本。

城管部门重拳出击
巷道内烧烤店全部搬走

改变始于 2017 年 5 月，针对市城区居民

举报的餐饮业油烟扰民问题，船山区立即行

动，统一部署，由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牵头，

组织协调区食药监局、区环保局、介福路街

道办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对市城区餐饮娱

乐场所油烟、噪音扰民问题进行了强力整

治。并重点对介福桥乐至烧烤、荣兴街夜啤

酒经营摊点进行了整治，使其搬离或整改，

并督促整改商家安装油烟净化器。

“前期，我们主要以宣传劝导为主，对这

些商家进行劝导、教育。”昨（2）日，船山区城

管执法分局介福路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钱

有权介绍，后期，城管部门联合街道办事处、

派出所、食药、环保等部门进行了综合执法

整顿，要求巷道内烧烤店全搬离。在执法人

员的监督下，巷道内 4 家烧烤店逐一搬离，该

巷道烧烤扰民现象至今未反弹。

此外，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执法人员还

对巷道里的油污进行了清洗，并对楼上熏黑

的墙壁进行粉刷，一次性解决了困扰住户多

年的扰民难题。

巷道干净整洁了
居民窗户也打开了

7 月 1 日 19 时左右，正是晚餐高峰时段，

记者来到介福东路 47 号回访发现，昔日人声

鼎沸、喧嚣嘈杂的烧烤区，如今成了一条静

静的巷道。搬离的 4 家烧烤店已有一家改行

卖酒、一家改行成了汗蒸馆、一家改成了食

品店，还有一家烧烤店正在转租中。

记者在现场看到，曾经油烟弥漫的过道

中坐满了乘凉的居民，原本为躲避油烟而紧

闭的窗户也打开了，不止是巷道变得干净整

洁，被油烟熏黑的墙壁也被粉刷一新。

谈起盐关街的变化，群众纷纷点赞。“油

烟污染严重的烧烤店都搬走了，没得嘈杂的

声音，环境也好了很多，政府真是为群众做

了一件大好事。”当地居民向平表示，通过此

次整治，当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了

很大提升。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记者回访介福东路烧烤油烟扰民问题

4家烧烤全搬离 巷道干净了
在市城区介福东路 47 号

的巷道里，曾经有多家烧烤
店 集 中 经 营 。 每 当 夜 幕 降
临，这些店家摆摊经营，油烟
熏天，人声嘈杂，让居住在巷
子两旁的居民备受困扰。从
2017 年 5 月 开 始 ，船 山 区 城
管执法分局对此进行重拳整
治，让当地居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有了很大提升。

介福路一巷道内 4 家烧烤已搬离，居民窗户也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