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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召开低保清理工作推进会

做到“应保即保应退即退”

本报讯 7 月 6 日，安居区召开安居区低保清理工作推

进会。

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扶贫领

域微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规

范管理服务，精准低保对象，建立低保规范管理长效机

制。有效地发挥农村低保在脱贫攻坚中的保障作用，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会议强调，要坚决查处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工作

中的腐败问题，落实主体责任，整改低保工作中的作风漂

浮、敷衍塞责、不敢担当、不作为、效率低下等问题。全区

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工作，及时

解决特殊群体的保障问题。把握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回头

看”的契机，充分共享扶贫识别成果，进一步提高低保信息

核对、财产认定的精准性，做到“应保即保、应退即退”。

(戴广伟)

区民政局召开“两学一做”党风廉政建设讲座
专题会

努力提高人民群众对民政工作的满意度

本报讯 7 月 6 日，为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

和水平，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切实增强党员的党

规党纪意识，区民政局开展“两学一做”党风廉政建设讲座

专题会议。

会上邀请四川省川中监狱高级警官范仲根为区民政

局的党员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要求在座的人员构筑廉

洁自律防线的警钟，要进一步增强自身廉洁自律意识、犯

罪风险意识和严格执法意识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会议强调，作为党员要知规明纪并常怀敬畏之心，有

了敬畏之心才能真正做到遵规守纪。作为民政工作人员

要对得起群众的信任，信任的背后是责任，责任的背后就

是担子，大家要挑起担子，将责任落实到行动中，努力提高

人民群众对民政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推进安居民政工作上

新台阶。 （戴广伟）

安居区对拦江片区婴幼儿乳粉配方食品开展
专项检查

保证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为进一步强化婴幼儿配

方乳粉经营者质量安全意识，切实保证婴幼儿配方乳粉质

量安全，近日，区食药监局特殊食品监管股、稽查大队联合

拦江镇食药监所干部一行对拦江镇、保石镇的 10 余家婴

幼儿乳粉配方食品进行了专项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针对票据资质管理情况、是否设置专

柜、是否注册并使用电子追溯平台等方面进行了督查。经

检查发现，辖区经营户均能较好地履行进货查验和索证索

票义务，也未发现销售无标识标签等不符合婴幼儿配方乳

粉销售管理的行为。但个别婴幼儿配发食品连锁店票据

整理不规范，存在连锁店票据共用台账现象，没有分类建

好台账，执法人员检查证件困难。

对于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监管人员进行了现场规

范指导，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4 份，督促整改落实，在近

期内将再次检查整改情况，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意识，确保销售食品质量安全。

区烟草专卖局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卷烟消费者法治观念

本报讯 近日，安居区烟草局联合安居区党外知联会

在安居区兴贸街广场开展以“烟草专卖利国利民”为主题

的烟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活动分别设置了涉烟法律咨询台、涉烟案件举报台以

及真假烟鉴别展示台，印制并散发了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及

涉案案件举报相关宣传资料。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向广大

消费者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同时针对广大消费者共同

关注的真假烟识别、卷烟品质鉴别等问题，进行耐心解说，

并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

此次活动共接受法律咨询 150 余人 ,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300 余份。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

步地提高了广大卷烟消费者的法治观念，同时也使烟草专

卖法律法规知识更加深入人心，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戴广伟）

安居区青少年宫
暑期特长班开课

为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文娱、体

育、文化生活，7 月 5 日，安居区青少

年宫暑假特长班在安居小学开课，旨

在全面提升少年儿童素质和能力，促

进 广 大 少 年 儿 童 全 面 发 展 、健 康 成

长。

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少年宫公

益班已圆满开展一期，今年的暑期班

是第二期共 14 个班，本期学习班为

期 10 天。此次青少年宫将开展为期

10 天的免费教学，本次开班迎来了

687 名学生，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

是全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的子女

和留守儿童，于每天上午进行学习，

开 设 了 舞 蹈 、绘 画 、足 球 、书 法 、手

工、乒乓球等，为他们的暑假生活增

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水 是 生 命 之 源 、生 产 之 要 、生 态 之

基。近年来，安居区在实施“生态立区”

战略中，进一步加大莲花湖水环境治理力

度，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清、岸美的美

丽家园。

6 月 25 日，随着气温的不断上升，水

葫芦已经到了一个泛滥的季节，位于麻子

滩水库（莲花湖）尾水的位置，几十名工

人正在进行水葫芦的清理打捞工作，据了

解，这个工作是从 6 月 22 日开始的，预计

15 天，经过清理打捞，不久之后麻子滩水

库（莲花湖）将变成一汪绿水。

莲花湖又名麻子滩水库，库容水量

8216 万立方米，作为省内最大的中型水

库，莲花湖主要为白马、中兴、步云、拦江

等乡镇 20 余万亩良田实施灌溉。今年入

夏以来，莲花湖库区内水葫芦、水白菜等

水生植物泛滥，为加强库区水功能、水资

源保护，区水务局和拦江镇及时落实专业

打捞队，打捞水葫芦和其他污染物。目

前，清理打捞工作正有序进行。

“大家为了环保的问题，花那么大的

代价，我们作为当地村民，直接受益，就

应该辛苦点把这些水葫芦全部清除掉。”

参加打捞的拦江镇回音寺村村民唐建国

说道，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参与打捞的大

伙再苦再累都无关紧要。

“现目前，我们发现水库尾段有漂浮

物，管理所立即组织人员从 22 日起便开

始进行清理打捞工作，成绩显著，为了加

快进度，期间一直高负荷运转打捞的机器

中途出了故障，现在已经修复完毕，正在

正常运行当中。”据莲花湖水库大坝管理

站站长向世游介绍，库区每天都安排了专

人巡湖，一是查看水质变化情况；二是清

理水上漂浮物，确保莲花湖水环境不受破

坏。这次打捞对水库的环境保护也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为拥有莲花湖大片水域的拦江镇，

近段时间也积极对镇域内所有河道的漂

浮物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从源头上杜绝污

染物进入莲花湖库区，全力维护莲花湖良

好生态。

与此同时，依托莲花湖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近年来，拦江镇以生态环保为主

题，大做“水文章”，目前该镇正积极打造

“十里桃花园，万亩莲花湖”，创建国家特

色小镇，全力打造天蓝、地绿、水清、岸美

的美丽家园。

据拦江镇副镇长 曾 祥 云 介 绍 ，截 至

目前，拦江镇围绕“十里桃花园、万亩莲

花湖”项目，在麻子滩库区周边都建了

新村，硬化了一些基础设施，完善了配

套 功 能 ，将 来“ 十 里 桃 花 园 、万 亩 莲 花

湖”既有生态打底，又有民居乡村，为全

面推动拦江旅游兴镇、镇园的结合奠定

了基础。

（全媒体记者 王超）

（紧接 01 版）指明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新方向。

全会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鼓舞人

心、催人奋进，对于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邓立要求，全区人大干部、人大代表要结合安居人大

工作实际，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热潮，提高政治站位，形成广

泛共识，凝聚强大合力，切实把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贯穿于

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一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把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常委会议、主任会

议、专题会议等形式，结合“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狠抓集中学习和自学，统筹组织安排机关干部职工、常委

会委员和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学习，扎实开展学习讨论、宣

传宣讲，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二要围绕目

标精准发力，紧紧围绕成渝发展主轴和绿色经济强市战略

定位，着力安居“空铁枢纽”规划蓝图，紧盯高质量发展、

“三大攻坚战”、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重

点工作，调整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力度，着力跟踪监督、追

踪问效，促进年度目标任务有序推进、圆满完成。三要聚

焦改革创新发展，把握人大责任使命，发挥人大优势作用，

规范地方人大机构改革和设置，健全监督机制，切实加强

机关党的建设，务实推进“两个机关”建设，推动代表工作

和自身建设创新发展，不断汇聚全区各级人大代表和全区

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居作

出人大努力和更大贡献。

结合人大工作实际
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公告
2018 年 5 月底以前，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交警大队

和部分农村公安派出所交警中队在辖区道路交通管理中，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九

十六条、第九十八条之规定，依法扣留了一批违法车辆，部

分扣留车辆驾驶人和所有人未按期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接受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

百一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予以公告。请车辆所有人自公告之日

起 90 日内持车辆相关证件到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交警

大队特勤中队，磨溪、三家、玉丰、东禅等交警中队接受处

理，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移交有关部门集中处

理。现将未按期接受处理的车辆公告如下：

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 7月 3日

安居区以质量提升促全面发展，质量强区成效明显

奏响高质量发展新乐章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把推动发展

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提

升质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安居区近年紧紧围绕“三个战略定

位”，依托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资源优势

和政策优势，以服务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

增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心，以

“美丽繁荣幸福安居”为目标，以“质量强

区、质量强业、质量强企”为重要抓手，大

力实施“六大提升工程”…… “质量强

区”已成为全区上下的共识，质量提升促

进了安居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17 年，安居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48.25 亿元，增速排位全市第一；税收占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达 73.94%，排

位全市第一；实现税收总收入 14.11 亿元，

增速全市第一；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68.9
亿 元 ，排 名 全 市 第 一 ，新 增 规 上 企 业 6
家。工业经济领跑全市、现代农业初具特

色、商贸旅游日益繁荣。

全区产业质量呈新态势，合理构建

“2+2”主导产业。以四川江淮为龙头的现

代装备制造业，配套汽车零配件企业 30
余家，实现产值近 25 亿元。天然气产业，

现已实现年处理天然气量 89.5 亿方，产值

19.3 亿元。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业，年产值

超 10 亿元。产业转型发展实现突破，新

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获省政府专利

奖 1 项，发明创造专利技术增长率达到

156%。成功清理盘活非正常企业 10 家。

安居区现拥有十二届四川省名牌产

品 8 个，四川著名商标 3 件，遂宁市知名

商标 8 件，遂宁市政府（市长）质量管理奖

2 个，开展两届区政府（区长）质量奖评

选，5 家企业获奖；“遂宁鲜”区域公共品

牌 17 个，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2 个，四

川省农业标准化示范乡 4 个 ,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2 个，“三品一标”认证累计达

到 100 个，居全市第一。2015 年 12 月获批

创建四川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2016 年

12 月获批创建四川省有机农产品知名品

牌示范区，产品质量不断创新高度。

2017 年安居区全年申报创建国家、

省、市级优质结构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

工地 4 个，获得 9 个奖项。全区报监工程

监督覆盖率达 100%，受监工程合格率达

100%。

安居区以打好大气、水、土壤“三大战

役”为抓手，切实改变环境质量。随着

《安居区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

出台，开展了秸秆禁烧、尾气检查等专项

督查检查；严厉打击各类大气污染违法行

为，完成大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并与省市成

功联网。

安居区全面推广服务质量标准化，健

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实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快发展乡

村特色旅游、商贸物流、科技服务等新兴

先导型服务业。2017 年实现旅游收入 20
亿元。建成 35 个电商扶贫服务站点，物

流快递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城乡之间的

物流配送体系，构建“工业品下乡”和“农

产品进城”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快速服务

通道，提升了物流服务质量。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安居区现拥有十二届四川省名牌产品 8 个，四川著名商标 3
件，遂宁市知名商标 8 件，遂宁市政府（市长）质量管理奖 2 个，
开展两届区政府（区长）质量奖评选，5 家企业获奖；“遂宁鲜”
区域公共品牌 17 个，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2 个，四川省农业
标准化示范乡 4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 个，“三品一标”认
证累计达到 100 个，居全市第一。2015 年 12 月获批创建四川省
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2016 年 12 月获批创建四川省有机农产品
知名品牌示范区，产品质量不断创新高度。

安居区加大莲花湖水环境治理
打造天蓝、地绿、水清、岸美的美丽家园

厂牌型号或车号

一、磨渓停车场(50辆)

无号牌钱江二轮摩托车3辆

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12辆

川JX1129二轮摩托车1辆

川JP1959二轮摩托1辆

渝CRS219二轮摩托车1辆

川J035318电动二轮车1辆

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5辆

川JBW855二轮摩托车1辆

湘KC1085二轮摩托车1辆

渝C7J697二轮摩托车1辆

渝C3F607二轮摩托车1辆

渝CAM201二轮摩托车1辆

渝C0J237二轮摩托车1辆

川J AC535二轮摩托车1辆

川JC5677二轮摩托车1辆

川J04468轻便二轮摩托车1辆

川JG3311二轮摩托车1辆

川JN0871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普通二轮踏板车1辆

MP78985轻便二轮摩托车1辆

渝BCC158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电动二轮车3辆

渝CRD323二轮摩托车1辆

川JP1515二轮摩托车1辆

车型或厂牌型号

二、玉丰车场( 25 辆)

川JH5344三轮摩托车1辆

川M39D12二轮摩托车1辆

63539锐刀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二轮摩托车10辆

川JK7350二轮摩托车1辆

川JM5407二轮摩托车1辆

川JD8557二轮摩托车1辆

川JP0131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玫瑰之约电动车1辆

川JE5134二轮摩托车1辆

川JD1998二轮摩托车1辆

川JE3529二轮摩托车1辆

川J516039龙马电动车1辆

闽C5SG43二轮摩托车1辆

川JY1808二轮摩托车1辆

74536宏达二轮摩托车1辆

三、东禅车场( 30 辆)

川A8P6W8小型普通客车1辆

川AIJ0S7小型轿车1辆

无号牌电动三轮车3辆

川JF8521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3辆

川JG6009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普通二轮摩托车8辆

车型或厂牌型号

川JE7733普通二轮摩托车1辆

川M45345二轮摩托车1辆

川MBD997二轮摩托车1辆

川J55812二轮摩托车1辆

川J92295二轮摩托车1辆

川JU3586二轮摩托车1辆

川ZZ4C21二轮摩托车1辆

川JJ1200二轮摩托车1辆

赣CCN348二轮摩托车1辆

川JH0663二轮摩托车1辆

渝CRT266二轮摩托车1辆

川JP3559二轮摩托车1辆

川JEL887普通二轮摩托车1辆

SZX1088轻便二轮摩托车1辆

川JW6716二轮摩托车1辆

川M765C6二轮摩托车1辆

SZX6613轻便二轮摩托车1辆

SZX1056轻便二轮摩托车1辆

无号牌8888二轮摩托车1辆

三家停车场(21辆)现停三合碑

无号牌二轮摩托车21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