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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选派退休党员干部担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启动仪式在安居举行

发挥退休党员余热
为党建事业建言献策知情出力

区委四届 63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全面对标全会部署
全力以赴推进安居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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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针对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力量薄弱和有

效覆盖不足的实际，昨（4）日，我市选派

退休党员干部担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 建 指 导 员 启 动 仪 式 在 安 居 举 行 。 会

上，10 名退休党员干部被聘为非公企业

和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周鸿，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出席

启动仪式。市委党建办主任黄仕顺主持

启动仪式。

雷云在致辞中表示，安居跨越争先的

宏伟事业、欣欣向荣的强劲势头离不开各

位退休老领导、老同志的心血和奉献。此

次，安居区在全市率先探索选派 10 名退休

党员干部担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

指导员，既是结合安居实际推进非公经济

组织党建工作健康发展的创新举措，更是

引导退休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党建

事业建言献策知情出力的积极实践。市

委将此项工作的启动重任交给安居，是对

安居工作的极大鼓舞和最大支持。安居

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委组织部的悉

心指导下、兄弟区县的交流帮助下、全体

退休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下，以此次启动

仪式为契机，以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为突

破重点，着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全面加强各领域党建工作，努力向市委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周鸿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市上下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热潮之际，在安居区举行“全市选派退休

党员干部担任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

指导员”启动仪式，就是以实际行动来落

实省委“更加注重抓基层打基础工作”的

重要部署。

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基层

党建的重点领域，在整个党建工作中的位

置越来越重要。周鸿要求，一要充分认识

选派工作的重要意义，选派退休党员干部

担任党建指导员，是提高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质量的务实之举，针对性和

现实性都很强，是贯彻中省组织部门要求

的迫切需要，是破解两新组织党建难题的

重要措施，是发挥退休党员干部余热的有

效途径。二要沉到一线精准指导，选派是

手段，不是目的，要让选派这项工作有意

义、可持续，希望各位党建指导员积极发

挥特长和优势，实实在在帮助两新组织解

决几个突出问题，办好几件党员职工期盼

的实事，留下一些能长期起作用的成果。

三要落实责任务求实效，推动选派工作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是组织部门、老干系统

和各级党组织共同的责任，要加强组织领

导，加强学习交流，强化工作保障，真情关

心、真心理解，积极支持老干部，尽可能为

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周鸿强调，加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责任重大、任务光荣，要认真落实市委的

部署和要求，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以钉

钉子精神全面抓好落实，不断提高非公企

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非公经

济和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会上，与会领导为 10 名退休党员干部

颁发了聘书；退休党员干部代表马胜康、

四川阿宁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坤鹏做

了交流发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7 月 3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主持召开区委

四届 63 次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部署安居区贯

彻落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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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

区政协主席李劲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是在

我省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和决策部

署，是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

各族人民迈步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展现

新作为的再动员再部署。全区上下要深

刻领会把握全会精神实质，迅速掀起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中央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会议要求，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

的谋划部署，是安居做好各项工作的重

要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对照全

会确立的目标任务、作出的重大部署、安

排的具体工作，找准安居工作的结合点、

贯 彻 落 实 的 着 力 点 ，深 入 推 动 落 地 见

效。要全面对标全会部署，不折不扣贯

穿到安居各项事业发展中，全力以赴推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全力以赴保障改善民生，全力

以赴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全力以赴抓好

乡村振兴，全力以赴打好“三大攻坚战”，

全力以赴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紧扣省

委全会精神，围绕“学懂弄通做实”推动活

动深化。在大学习中“学懂”，在大讨论中

“弄通”，在大调研中“做实”。（紧转02版）

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区政府四届32次常务会召开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3 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管昭主持召开区政府四届 32 次常务会，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审议并原则通过《遂宁市安

居区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专项治理方案》。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副区长冷强军、聂洪、曾勇、潘昀、

舒玉明，区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玉

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文武、区政协副主席

邹斌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会议指

出，《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为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遵

循，指明了方向。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不移地把各项

部署抓紧抓实抓到位；要抓好问题整改，查清问题根源，

找准问题症结，集中发力，确保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反馈

问题解决到位。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安居区建筑和房地产领域

乱象专项治理方案》。会议强调，要围绕全区建筑和房

地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治理，做

到“清理不漏一户、治理不留一户、乱象不增一户”，确保

有效遏制乱象蔓延；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平常监

管，杜绝新的违法违规现象发生。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安居区 2018 年市级财政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安居区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2017-2020）》等，并在会前组织学

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法》。

李劲到大安乡看望慰问贫困党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7 月 2 日，区政协主

席李劲深入大安乡凉水村看望慰问贫困党员李正中。

家住大安乡凉水村 1 组的李正中，今年 81 岁，曾在

村上工作 20 余年，家里因病致贫，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在儿子家居住。李劲了解情况后，给老人送上了慰问

金，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积极面对生活，相信困难只是暂

时的。李劲还叮嘱党委政府及村干部要多关心贫困党

员，给予其生活上的关心关注。

当天，李劲还对该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调研。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7 月 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管昭主持召开区政

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肖舰，副区长冷强军、聂洪、曾勇、潘

昀、舒玉明出席会议，区政府正县级干部

吴小林，区工业集中发展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李国玉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和市委邵革军书记在遂宁市传达贯彻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会议要求，区政府系统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要全面掌握全会精神实质，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迅速掀

起学习热潮；要及时传达学习，努力做到

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紧转02版）

本报讯 （戴广伟 全媒体记者 余坤
洋）昨（4）日，区政协主席李劲主持召开

区政协四届二十二次主席（扩大）会议。

区政协副主席陈忠良、吴敏、邹斌、周胜

勇，秘书长徐鸿彬参加会议。区政协各

委室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会议强调，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是在四川省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跨越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区政协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

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热潮，全面对标

全会部署，在保障改善民生、推进城乡统

筹发展、抓好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中全

力以赴，找准工作的结合点、贯彻落实的

着力点， （紧转02版）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曾晓梅）昨

（4）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辉组织

召开区委组织部机关干部大会，学习传

达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

委贯彻落实要求。

会议强调，全体组工干部要从全区

组织工作出发，进一步深化认识，提升时

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此次全会精神学

习好、贯彻好、落实好；要以省委“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为载体，深入领会省

委两个《决定》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不断适应新时代赋予党的建设的总体要

求。要时刻敢于担当、奋力拼搏，建设执

行力强、业务精熟的组工干部队伍；要始

终清正廉洁、做好表率，建设行为规范、

政德兼优的组工干部队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7 月 3
日，区委政法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传达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会议传

达学习了省委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对

市区各级传达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的要

求，安排部署了政法委机关学习宣传和

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杨敏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是在

我省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和决策部

署，是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

各族人民迈步新时代、 （紧转0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7 月 3
日，安居区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组织

委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室（部）负责人，

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陈发友

主持会议并提出了学习贯彻要求。

会议要求，要知行合一，增强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领

会全会精神，准备把握省委提出的发展

战略、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进一步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始终与中央、

省委、市委、区委保持高度一致。要学懂

悟透，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相结合， （紧转02版）

区政府党组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深学笃行 推动全会精神深入人心
区政协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找准工作结合点 深入推动落地见效

区委组织部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不断适应新时代赋予党的建设总体要求
区委统战部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结合三大活动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优势

区委政法委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通过学习贯彻 推进安居政法事业新发展
区纪委监委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学懂悟透为安居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曾晓梅） 昨

（4）日，区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传达学

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会议传达

学习了省委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对市

区各级传达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的要求，

安排部署了区委统战部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新时代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进行了科学系统谋划。

全会审议通过两个《决定》，对全省各级

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发出了强力号召。

（下转02版）

安居区企业科技创新迸发新活力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知识

产权优势培育企业、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50 余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入统 22 家，专利申请累计达到 1500 余件，发明

专 利 超 过 100 件 ，近 三 年 专 利 申 请 年 均 增 长 率 超 过

160%，获得省政府专利奖 1 项，建立省市工程技术中心、

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 5 个……”一个个科技服务

企业落户、一项项科技成果研究转化，成为了安居区科

技创新的标志性工程，为全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也是实施创新驱动的

关键，企业的研发能力决定企业的创新动力。2016 年，

四川江淮正式组建新能源研发团队，公司新能源项目组

历时一年半成功研发出 4 款新能源轻卡物流车。新能

源样车已持续进行 30000 余公里可靠性试验，产品性能

优良、质量稳定，已具备量产条件。

“我们公司的研究中心建设侧重于汽车节能、环保、

智能、安全等领域技术研究，充分挖掘传统技术汽车产

品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品。”四

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汽车研究所所长任佩红向记者介

绍道，2017 年，四川江淮共量产了 10 多款新产品，生产

的汽车产品 75%是公司自主研发车型。截至目前，公司

已获得发明专项 1 项，实用新型、外观专利 21 项，其中已

授权专利达到 10 项。

为了帮助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安居区不断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政策引领，通过研

究制定《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安居经济转型

的意见》、《中共遂宁市安居区委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

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政策意见，为科技创新营

造了宽松良好的政策环境，进一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活

力。

同时，安居区还通过积极搭建政校企合作平台，帮

助企业引才引智，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

深度合作机制，帮助企业用好智力资源，促成华能机械、

朗润科技、力扬电池、四川江淮、伟才新材料、强泰药业

等科技型企业分别与中国物理科学研究院、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成都理工、四川电子科大、四川农业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签订了具体合

作项目，新增项目 10 余项，建立了技术创新合作关系，

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安居区不断探索科技创新路子的

企业越来越多。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