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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分钟就搞定，这速度太快了，太方

便了!”今年 1 月，船山区行政审批局挂牌成

立，承接区发改局、区工质局等 19 个职能部

门划转的 130 项行政审批事项，着力打造船

山区“一站式”综合审批服务平台。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只是船山区

加强作风建设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

影。走进船山，阵阵新风扑面而来：城乡

建设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客商来了，项目

多了；田间地头干部忙碌，农民勤劳，政风

实了，民风顺了……这一切得益于船山干

部作风的大转变。

干部作风实、效率高
群众乐享优越政务环境

走进船山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LED
上“最多跑一次，跑出船山加速度”标语格外

醒目。办事大厅的 8 个综合受理窗口、5 个

审批股室、1 个取件窗口全新亮相，成为船山

“一窗受理”审批服务的“主力军”。

常为经营者代办公司注册手续的曾

艳，是办事大厅的常客。“明显感觉到‘一

窗受理’业务的高效便捷。”与以往的体验

不同，她只需要到综合服务窗口，递交申

请材料、企业租房协议与相关身份证复印

件，无需再来回跑部门，就可在 3 个工作日

内，领取到相关证件。

今年 1 月，船山区行政审批局挂牌成

立，承接区发改局、区工质局等 19 个职能

部门划转的 130 项行政审批事项，着力打

造船山区“一站式”综合审批服务平台。

其中，60%以上的行政许可实现“最多跑一

次”、30%以上的行政许可实现“零跑路”。

据了解，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船山区“最多

跑一次”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率

达 80%以上，群众满意率达 99%以上，实现

船山区“最多跑一次”改革走在全省全市

前列。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推行“五

证合一、一照一码”、重大项目“帮办制”；

坚持县级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开通企业服

务热线，企业诉求渠道更加畅通，困难得

到更有效解决……

这一项项举措，是船山区打造优越政

务环境的印证，更有力推动了全区经济社

会发展。今年一季度，全区 10 项主要经济

指标中有 9 项指标高于市下达目标任务，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

贸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等 4 项经济指标增速排全市第一。

抓民生问题整改
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您最不满意的事都有哪些？大事小

事，船山区委区政府欢迎您来‘吐槽’。”今

年 3 月，船山区掀起“大梳理”“大走访”热

潮，各单位、乡镇、街道工作人员围绕“经

济发展、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公共服务、

民生事业、社会保障、软环境建设”等与群

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广泛调

查征集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全区累计

排查、收集群众反映事项 1700 余条。

据悉，经收集汇总，所有问题将按照

“立即解决、限期解决、分期解决、政策限

制”四大类进行甄别，将排名前 10 位的问

题作为今年为民服务实事，并列入船山区

委、区政府重要工作内容。

船山区直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

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多操心、多下功

夫，深入开展“民生面对面”，强力抓好“阳

光问廉”问题整改，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 事 ”，不 断 提 高 群 众 满 意 度 和 获 得

感。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整改民生问题

13309 件，群众满意率达 87.8%。

干群齐心 纪委护航
脱贫攻坚工作强力推进

“4 月 15 日前要求开工的 10 个扶贫项

目，是否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4 月 17
日至 4 月 18 日，船山区纪委监委抽调相关

单位干部组成 3 个督查组， （紧转02版）

加强作风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船山区加强作风建设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遂宁百件宋瓷精品走进北京
展期将持续至9月9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田丽丹）7 月 6 日上午，由

中国园林博物馆和遂宁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湛碧

平湖 千峰翠色——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瓷器

精品展”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精选遂

宁市博物馆馆藏的 100 件宋瓷精品，展期将持续至 9
月 9 日。这期间首都的观众将饱览这些“宋瓷遗珍”

的文化魅力，同时感受来自千里之外的遂宁的文化

影响力。

据悉，此次展出的是来自遂宁市博物馆馆藏的

100 件宋瓷，其中包含一级文物 19 件，展品种类丰

富，器型多样。通过“宋瓷·往”“窖藏·事”“臻萃·
色”三个主题，辅以全息投影、语音导览等丰富的展

示技术，让文物活起来，带领今人透过如碧如玉的

宋瓷，与历史对话，感受宋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

形态。此外，开展当天还有宋元古瓷收藏、鉴赏专

家付晓晓以“宋元古瓷的鉴定与欣赏”进行主题讲

座，讲述钧窑、哥窑、耀州窑等宋元古瓷的历史韵味

与鉴赏方法，剖析宋瓷的文化内涵。

国家画院副院长曾来德出席开幕式，副市长袁

冰在开幕式上致辞。

我市开展旅游路线考察及商品
推介活动

各地嘉宾现场体验

本报讯 “这西瓜真甜！”蓬溪县常乐

镇拱市联村观景台旁水果品尝区，西瓜、

桃子、李子等水果引得嘉宾们连声称赞。

“ 这 都 是 咱 们 村 自 己 种 的 ，欢 迎 大 家 品

尝。”拱市联村党委书记蒋乙嘉热情地招

呼着嘉宾：“吃了水果，我再带大家去看看

千叶佛莲。”

7 月 6 日一早，第十一届观音文化旅游

节系列活动之一——旅游路线考察及旅

游商品推介活动开始，省林业厅巡视员刘

兵等领导、全国各地的嘉宾们沿着灵泉寺

景区、蓬溪县拱市联村这条旅游路线进行

考察。

在灵泉寺景区，一行人参观了寺庙，

参与了第五届圣水文化节活动并体验了民

俗文化；在拱市联村，一行人了解了拱市联

村乡村规划和产业发展情况，参观了拱市联

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民间艺术品展览馆。

副市长罗孝廉、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

参加活动。 （李佳雯）

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遂宁体育代表团成立

730名运动健儿出征

本报讯 昨（9）日，记者从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遂

宁体育代表团成立暨誓师大会上获悉，省第十三届

运动会我市共有 730 名运动健儿参加。

据了解，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将于今年 8 月 10 日

至 17 日在广元市举行，前期比赛已于 4 月全面拉

开，全省 21 个市州组团参赛，设青少年竞赛大项 24
个、小项 540 个，新增设群众比赛项目 12 个。

据悉，本周期我市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达 1300 余

人，通过参加省年度锦标赛并经省体育局复核、公

示，479 名青少年运动员取得省运参赛资格。最终，

从全市 9 个备战单位中选拔 420 名运动员参加田

径、游泳、举重、摔跤、跆拳道、赛艇、皮划艇、篮球、

排球、足球等 22 个青少年竞赛大项、227 个小项的比

赛。同时，选拔 310 余名群众运动员参加乒乓球、羽

毛球、五人制足球、三人制篮球等 12 个群众项目比

赛，目前已夺得 2 金 1 银 2 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明，副市长袁冰，市政

协副主席欧斯云出席大会。 （范晶）

市政协举行遂台书画交流活动

遂台画家共绘盛世荷花图

本报讯 7 月 6 日下午，市政协诗书画院活动室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遂台书画交流活动，台湾画

家与市政协诗书画院的画家一道，绘出了一幅盛世

荷花图。

在一张大画纸上，台湾画家先绘出了几片荷叶，

遂宁画家再依次填上荷花、莲蓬、水草等元素，灵动

雅致的荷花图景跃然纸上。“我们与台湾知名画家罗

永贵先生一起完成这幅画，也交流了很多绘画经验，

是很有意义的一次体验。”市政协诗书画院画家黄荆

在画完了自己的那部分之后高兴地说道。

活动中，除了共绘盛世荷花图之外，遂宁、台湾

两地画家还进行了绘画、书法等方面的交流，活动

氛围愉快、和谐。

市政协主席刘德福，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欧斯

云参加活动。 （李佳雯）

昨（9）日，“关爱留守·助力脱贫”遂宁

市安居区流动青少年宫走进贫困村暑期夏

令营活动启动。据悉，此次活动在安居区 5

个贫困村同步展开，18 名老师将为近 200 名

贫 困 村 留 守 儿 童 授 课 ，课 程 包 括 武 术 、书

法、舞蹈、绘画、手工、音乐、“快乐小农民”

脱贫攻坚实践成果体验等，共同陪伴孩子

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图为安居区常理

镇棕树坪村，老师向 30 余名留守儿童教授

入营第一堂武术课。 （李佳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维）7 日，我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首场招聘会在

遂宁市人力资源市场正式启动，由此拉

开了由市人社局、市就业局开展的为期 3
个月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系列活动。

首场招聘会 60 余家企业入场招聘，

发布各类招聘岗位信息 2000 条，吸引众

多高校毕业生前来求职。据初步统计，

当天供求双方达成意向协议 800 余份。

据介绍，针对高校毕业生，遂宁人力资源

市场将每周六开展定期专场招聘会，全

市区（县）园区将同步进行，同时，我市还

将持续深入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

系列活动，举办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座谈会、就业创业辅导会和校园招聘会等

活动，充分发挥“二网一号一群”（即遂宁

就业局官网、遂宁公共招聘网，“遂宁就业

创业”微信公众号和市人力资源市场 QQ
群）作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白+黑”“5+
2”不间断的网络就业创业服务，为其搭建

更加便捷广阔的就业创业平台。

为大力促进在遂回遂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我市专门对省、市系列政策措施

进行归纳梳理，形成《遂宁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二十条”》。其中，在就

业扶持方面，求职创业补贴、职业培训和

技能鉴定补贴、就业见习补贴、岗位补贴

和社保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等补贴将全

面落实。在创业扶持方面，对大学生创

业实体和创业项目，给予 1 万元补贴。领

办多个创业项目，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创办家庭农场达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标

准的，纳入相关政策支持范围。毕业生

创业还可申请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 10 万

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的、由政府

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

遂宁土地拍卖
首推VR全景模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向晟）日前，经

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城区将拍卖 3 宗国有

土地使用权。其中，位于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银河路东侧、机场北路南侧的 G—

01—02 地块，首次采用了 VR 全景模式，全

方位展示拍卖地块详情。

据悉，通过 VR 全景系统，不仅能够通

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全方位了解拍卖地块

的地理位置、周边地貌，还能够植入地块

详细参数，有意了解本次拍卖工作的开发

商和投资人不用到现场，通过手机就能够

直观地了解拍卖地块信息。

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

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举行会谈。两国

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为新时期中

科关系注入新动力、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欢迎萨巴赫第 7 次访华，赞赏萨巴赫为中

科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指出，中科是患

难见真情的好朋友。建交 47 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

好、平等相待，务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给

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今世界正处在

变革调整的关键期，中方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要以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进世界和平，

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科威特作为在海湾方向共建

“一带一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

要深化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中方将

一如既往支持科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科

威特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

国家。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紧转02版）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

今年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正式启动

首场招聘会发布招聘信息2000条

贫困村儿童的夏令营

新闻导读
我市召开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象治理再动员暨

遂宁市市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和《遂

宁市市城区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试行）》宣贯会

房地产领域乱来要遭理麻

看住你家狗，小心惹祸！
公安提醒:市民应承担养狗责任 规范宠物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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