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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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降耗节能降耗
保卫蓝天保卫蓝天

国家三级乙等综合医院
全国县级医院100强 敬畏生命 呵护健康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7 月 5
日，县委理论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邀请四川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傅勇林

作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报

告。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局长

唐紫薇参加学习。县委副书记、县长张

韬主持学习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税清

亮，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参加学习会。

傅勇林在报告中围绕贯彻落实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结合国际国内旅

游业发展形势，对我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进行了剖析，并从找准定位、对接省会、

把握原则等方面为射洪在新时代推动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报告主

题鲜明、内涵丰富，对于帮助与会人员

进一步学习领会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推动全县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

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张韬在主持会议时指出，旅游产业

作为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大、产业链

长、污染小的特点，被誉为朝阳产业，对

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有较强的带动作

用，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途径之一。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一江两岸三城

四湖五景区”的战略布局，积极打造五

大主题旅游区，全县旅游发展呈现良好

态势。希望今天参会干部认真学习领会

授课内容，以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勇

挑重担的工作干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来贯彻落实今天会议精神，为推进射

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县委理论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7 月 4 日至 5 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韬主持召开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通报了县政府十八届三十五次常务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

况。会议强调，要加强政府机关办公用房管理，进一步规范公

务用车，把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奋力推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

作。要强化纪律意识，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进一步锤炼严实作

风。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增添措施，补齐短板，确保年度目

标任务完成。

会议研究了调整县经济开发区人居环境综合建设一期项

目和 S101 线射洪段公路改建工程实施方案相关事宜。会议

强调，要认真研究两个项目方案调整的必要性。要充分认识

调整的可行性，对方案进一步充实完善。要加快推进相关工

作，抓紧研究项目前期工作。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 2018 年 6 月新增大额财政资金支出情

况和 1-6 月项目资金争取及非税收入完成情况；审议并通过

了《射洪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2018-2020 年）》；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83 万吨 /年普钢产能重组整合和升级改造项

目”等 4 个项目投资协议书；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活中

小企业闲置资产的建议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彬，县委常委、副县长田斌，副

县长邹清、王勇、尹全军、欧玉平、何小江、蒋桂彬，县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德武出席会议。县政协副主席李

毅，县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喻仲衡应邀参加会议。相关县直部

门和乡镇负责同志列席相关议题。

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召开
第三十六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7 月

6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赴射洪县调研督

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和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开拓进取，

争先奋进，努力为我市加快建设成渝发

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沱牌镇青岗村、瞿河乡高家沟村，

邵革军同镇村负责人、返乡创业人员交

流，详细了解射洪县对标全面小康标准

开展精准脱贫、实施乡村振兴规划试点

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脱贫攻坚各项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创

造性开展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这场硬仗；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坚定走产业振兴、质量兴农之路，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

在四川沱牌舍得集团、四川德润钢

铁遂宁基地、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朗晟 5 万吨正极材料项目、四川绿鑫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邵革军深入企业生产

车间、技术创新中心和实验室，了解企

业技术研发、生产流程及工艺提档升级

等情况。邵革军指出，要抢抓全面创新

改革等重大机遇，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加快成果转化应用，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要始终聚焦主

业，紧盯市场需求，创新开发出适销对

路的新产品，努力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邵革军对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解

读。他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是在

我省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推

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关键时期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结合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谋划了四

川各项事业发展，作出的一系列战略谋

划和决策部署，是新时代谱写治蜀兴川

新篇章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下转02版）

邵革军在射洪县调研督导时强调

为遂宁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
绿色经济强市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7 月 5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县政府党组书记

张韬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专题学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李克强、

韩正同志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

讲话》《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的决定》《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重要讲话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

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以及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

神；通报了市纪委莅射检查我县县委领

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情

况。

张韬强调，县政府党组全体成员要

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抓好中、省、市相关会

议和文件精神学习，力求入脑入心，融会

贯通。各位副县长要带头抓好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

实，将全会精神细化分解到政府各项工

作中去，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担当，切

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效。

县政府党组成员杨文彬、田斌、尹全

军、欧玉平、何小江、蒋桂彬、任德武、黄

伟参加学习会，副县长邹清列席会议。

本报讯 7 月 4 日，县人大召开传达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会议。县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税清亮主持会

议。

会议传达了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组织学习了县委书记蒲从双在全县

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会上

的讲话，大会还组织学习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在 2018 年第二期全

国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学习班上的讲

话》摘要。

税清亮强调，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层层传达要

义，提高政治站位，适应人大工作新常

态。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学以致用，

做好人大本职工作；要创新工作方式，落

实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

广泛宣传，精心准备到联系点上对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进行宣讲。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朝书、蔡诚

银参加会议。 （郑蕾）

本报讯 7 月 6 日，县政协机关召开

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体会议精神。县政协党组书记、主

席李晓曦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晓曦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准确把握新重

点，将全会精神迅速贯彻到政协各项工

作中去，扎实开展视察调研、专题协商、

民主监督、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工作，

切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往深处做、往实处抓。

要聚力助推新发展，要以全会精神为指

引，深化和拓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成果，检验活动成效，助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

在家的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全体

干部职工参加了会议。 （艾君）

近日，在金华镇百箩村军华农

业有限公司冻库，前来交售甜糯玉

米的农用运输车和装货外运的大

型冷冻车络绎不绝。

2017 年 ，范 国 军 返 乡 创 业 ，先

在金华镇四垭村试种甜糯玉米，后

在全县推广种植，目前发展到 5000

亩。

“ 这 一 季 预 计 收 获 甜 糯 玉 米

6000 吨，目前已收 700 吨。”范国军

说，这几天每天要向北京、上海、山

东等地发运 100 吨甜糯玉米。

（贾明高）

县政府党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县人大召开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会议

县政协机关传达学习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甜糯玉米丰收远销省外

本报讯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来到太和镇调研脱

贫攻坚和农业农村工作，看望慰问村级干部，强调要利用城郊

地理位置优势和乡村旅游基础优势，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

新路子，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战。

张韬一行先后来到金鱼垭村、花土地村、香樟社区、宝堂

村、中沟村、磨嘴村，每到一处，都与乡村干部了解村情民意

和脱贫攻坚进展情况，询问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对一

线村干部表示慰问，希望镇村干部团结协作，充分利用太和镇

的优势地理位置，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为契机，因地制宜探

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路子，推动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

在香樟社区觅香园观光农业基地，张韬详细了解了土地

流转、基地发展规划、目前存在的困难等。在听取业主对于发

展乡村观光农业情况介绍后，张韬对该产业的发展前景表示

肯定，希望业主与农户建立好利益联结，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在磨嘴村，张韬与村干部、老党员围坐在一起，对老党员

们积极支持村级工作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磨

嘴村依靠地理优势和乡村旅游基础，建立协会或合作社，提高

产业发展组织化程度，根据消费者需求，发展好都市农业，提

高农家乐档次，打造多路径营销，成为城市人口的“菜篮子”

“肉盘子”“米袋子”。

调研中，张韬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是最大的政治责

任、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最大的发展机遇。镇村干部要进一

步提升思想认识，围绕“一超六有”对标补差，对已达到脱贫

标准的贫困户要开展好回头看、回头帮，确保 2020 年取得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和

成功人士，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户和村集体经济双增

收；要抓好村级组织建设，依靠群众自治，特别抓好“三资管

理”，杜绝村干部违规违法行为，齐心协力推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要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抓实防汛度汛工作。 （李晓玲）

张韬到太和镇调研脱贫攻坚暨农业农村工作

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子

本报讯 7 月 5 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税清亮带

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经科局、住建局、国资局等部门，深

入沱牌舍得公司，调研沱牌舍得酿酒配套工程项目。

税清亮一行查看了沱牌舍得公司舍得酒文化体验中心建

设、厂区整治、厂区大门整改、自动化灌装包装线技改、智能

仓库、柳树电航，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介

绍，了解企业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重点就加快推

进舍得酿酒配套工程、推动项目尽快实施进行现场办公。

调研中税清亮强调，住建、规划等各相关责任部门要针对

公司提出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予以解决，认真做好政务服务

各项工作，提供各方面的要素保障，保障企业项目建设如期推

进。沱牌镇要根据企业的问题，积极配合，加强协调，为项目

推进提供必要支持。沱牌舍得公司抓好生产经营的同时，要

增添措施，再鼓干劲，明确目标，努力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实

施，推动企业加快发展。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诚银参加了调研活动。

（艾君）

税清亮调研沱牌舍得酿酒配套工程时强调

增添措施再鼓干劲
加快推进各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