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安居城 新型工业区时政新闻02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王超 组版：蒋贤文

于强莅临安居区人民检察院调研指导工作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7 月 11 日，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于强莅临安居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

座谈会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成虹就本院上半年工

作开展情况、队伍建设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等做了详细汇报。全体参会干警结合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工

作重心，重点围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内容进行了

交流发言。

在听取详细汇报和交流发言后，于强强调，要切实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将理论与

实际工作相结合；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研究党支部管理

培训办法，实现科学规范化管理；要坚持稳中求进，面对问题

要克服急躁情绪，在现有条件下，围绕职责稳步推进工作；要

加强干警培训工作，着力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稳步推进安居检察事业的发展。

全区青年干部践行“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主题演讲比赛复赛举行

让青春在奋斗中砥砺前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7 月 13 日，安居区举行

全区青年干部践行“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主题演讲比赛复

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推进“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引导全区广大青年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

策部署上来，为开创美丽繁荣幸福安居新局面贡献青春、智

慧和力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昌建，区政协副主席吴敏出席活动。

比赛现场，来自全区各部门、各乡镇的 24 名选手紧紧围

绕主题，以《不忘初心 检察官的追梦路》《忠诚铸警魂 奉献

谱华章》《不忘初心 逐梦前行》《激扬青春 共筑安居梦》等为

题，用丰富的内容、生动的语言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群团系

统的青年干部无悔奉献、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善于创新的

激情和脚踏实地、勤于学习、重视积累的工作态度，表达了

群团干部对党忠诚、干净担当、不辱使命、再立新功的决心。

本次活动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主办，团区委区人

才领导小组办公室、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办，主题为“激

扬青春·逐梦前行”。据了解，此次演讲比赛从 6 月启动以

来，得到了全区各部门、各乡镇的大力支持和广大青年干部

的热情响应。经过一天紧张激烈的角逐，12 名选手脱颖而

出，他们将参加最后的决赛。

魏毅督导流动青少年宫暑期夏令营活动开
展情况时要求

确保孩子安全愉快地度过美好时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1 日，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前往常理镇棕树坪村、观音镇飞虎寨

村、白马镇刺桐垭村对流动青少年宫暑期夏令营活动开展情

况进行督导。

正值孩子们上舞蹈培训课，驻足观看的间隙，魏毅叮嘱

各村负责人要做好孩子们的防暑措施。在各村书法培训室，

魏毅仔细翻阅孩子们的书法作品，并建议培训教师保留孩子

的初次作品并与后期作品进行对比，让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进

步，提升孩子们的书法兴趣。

当天，魏毅还详细了解了各村在开展活动期间的安全措

施，同时希望各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牢牢抓紧安全防线，确

保孩子们安全愉快地度过暑期夏令营的美好时光。

区委第一巡察组
向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反馈巡察情况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3 日，区委第一巡察组

巡察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情况反馈会召开。副区长舒玉

明参加会议并讲话。

根据区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区委

第一巡察组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开展了专项巡察。会议

通报了区委第一巡察组巡察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工作的

巡察情况。舒玉明要求，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要思想认识

到位，正确对待巡察工作，针对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主动

承认；要抓好问题整改落实，整改要做到有的放矢、绝不拖

延，整改要有针对性和方向性，确保整改取得实效；要齐心

协力，一一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要及时报送整改方案，适时

汇报整改进度。

三仙湖水库建设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做好巡察整改工

作表态，一是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增强巡察整改落实的自

觉性。把落实问题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强化领

导、全员参与、上下联动，不折不扣地落实好各项整改任

务。二是针对问题，立行立改，增强巡察整改落实的实效

性。会后，将根据区委巡察组反馈的意见和提出的要求，专

题召开局务会，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建立“台账式管

理”和“销号制落实”制度，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三是搞好结合，相互促进，切实抓好两大工程推进。要坚持

把落实整改与两大工程建设结合起来，既要把巡察反馈的意

见和提出的要求整改好，又要努力推动两大工程建设，确保

两大工程原定目标实现。局班子及全体干部职工有决心、有

信心，真正让两大工程建设有序、健康推进，以实际行动接

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市核查组对安居区污普工作开展质量核查

确保污染源普查不重不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3 日，市污普质量核查

组对安居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进行现场核查。

据了解，此次核查人员共分 10 个组，对全区涉及工业企

业、畜禽养殖场、入河排污口、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等 10 个

乡镇的污染源普查点，重点进行了数据准确性和真实性的现

场核查。

核查组要求，安居区要确保污染源普查真正达到“不重

不漏”，保障普查工作质量，为全面开展省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前期准备及清查质量核查评估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细微之处见真功
——记安居区优秀共产党员、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段长叶升尧

“身边的榜样”——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宣传系列报道（四）

人物简介

叶升尧，2014 年 8 月进入四川
江淮汽车有限公司，从事汽车调试
工 作 ，担 任 过 总 装 车 间 汽 车 调 试
工 、交 验 班 班 长 和 总 装 车 间 工 段
长。从新员工军事训练中荣获“优
秀学员”称号，到历年被表彰为“优
秀员工”“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示
范 岗 典 范 ”，到“ 传 帮 带 师 傅 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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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规划分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3
日，区规划分局组织传达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彭

清华重要讲话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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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军结合规划

工作实际作动员讲话，研究部署贯彻

落实工作。

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是

在四川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

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非常

及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是一次

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创新开拓、实干

担当的会议，为全省今后一个时期的

工作指明了发展思路、奋斗方向和任

务目标。要把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结

合深入推进“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

动，结合规划分局承担的重点任务，明

确工作目标、推进路径、责任主体、时

序安排，推动全局上下形成学习贯彻

和狠抓落实的热潮。

该局党组就抓好全会精神落实，明

确了抓好经济搞好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城市规划、乡镇规划等十五个方面

的重点工作。

观音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3
日，观音镇召开党委专题会议，传达学

习四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全镇学习宣传和贯彻四

川省委第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工作。

会议指出 ,十一届三次全会是在我

省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让人切实感受到省委“与党同心、

对党忠诚”的政治定力，“再上台阶、再

谱新篇”的发展定力，“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的执行定力。

镇党委会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特别是省委彭

清华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

实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

工作实效检验学习贯彻成效，坚定推

动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各项决策部署

在观音落地落实见效。要迅速传达学

习，结合“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以党委会、中心组学习会等形式，层层

传达学习、全面领会悟透省委全会精

神，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

精神热潮。要认真组织宣传宣讲，镇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深入基层一

线、联系村（单位）、所在支部宣讲省委

全会精神，开设专题专栏，切实加大宣

传力度，真实反映该镇学习宣传贯彻

省委全会精神的生动局面。要分层分

类开展干部教育培训，采取集中办班、

专题辅导、农民夜校等方式，实现学习

培训全覆盖。

中兴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9
日，中兴镇举行集中政治学习活动，传

达学习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会议

精神。

镇人大主席唐福林主持会议，并带

领大家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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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四川省委

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会议要求 ,全镇广大党员干部要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

和要求上来，要准确领会把握省委全

会主要精神，扎实抓好省委全会精神

的学习教育和宣传宣讲。要利用广播

电 视 、宣 传 标 语 、展 板 、制 作 宣 传 用

品、各类会议等媒介，全力营造学习宣

传氛围，提高全民知晓度。各村（社

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和工作指南，要迅

速掀起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热潮，采取领导干部带头学、层层传达

学，做到学深学透、入脑入心。要按照

省委、市委和区委的战略部署，聚焦脱

贫摘帽、环保治理、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群众满意度、平安创建等工作，通

过广播电视、各类会议、标语展板、入

户走访等方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

立体式、全覆盖进行宣传宣讲。要以

学习宣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为

契机，聚心聚力，努力奋战，冲刺脱贫

攻坚工作，结合群众满意度、平安创

建、环保整治等工作，深入开展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并在学懂、弄通

上下功夫，在用活、做实上着力，推进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家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9
日上午，三家镇召开镇村干部会，传达

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全会将学习贯彻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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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精神作为主题和主线贯穿全篇，深

刻地思考了对四川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重大问题，展现了省委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的坚定决心，具有强烈的

实践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全镇上下要把学习宣传

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间的重大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

治现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中央省委

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全镇各级党

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全会精神，切实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乡村振兴

发展。全镇党员干部要坚持学习传达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及市县

相关会议精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不折不

扣、落地落实。坚持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省委第十一届二次全会发展愿景

出谋划策、重点部署结合新的形势和

任务，进行再梳理、再谋划、再落实。

着眼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结合“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及三家镇实

际，突出问题导向、发展目标，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为推动治蜀

兴川遂宁实践作出三家贡献。

拦江镇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近

日，拦江镇召开镇村干部会，专题学习

传达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研究

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彭清华

在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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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

会议认为，全会审议通过的两个《决

定》，系统回答了事关我省全局和长远

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新时代推动治蜀

兴川再上新台阶的行动纲领。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精神作为拦江镇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用工作成

效检验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效果。一是

强化学习宣传，各村（社区）党（总）支

部要通过组织生活会、党员大会和党

小组会等形式组织专题学习，及时传

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四川篇”的深刻内涵。二是抓好

贯彻落实，结合全镇各项工作，持续扎

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深入思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脱贫

攻坚、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问题，进

一步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在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中积极展现新作为。三是保

持定力、满怀激情，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实现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做到深学

笃行、学用结合、知行合一，自觉把思想

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决策

部署上来，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贡献智慧和力量。

安居小学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黄焱） 7 月

10 日，安居小学党支部组织 47 名党员

开展集中政治学习活动，传达学习中

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会议精神。

学校党支部书记郑国主持会议并

带领大家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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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共

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决定》。

会议要求，全校党员干部要积极行

动起来，在全校教职工中迅速掀起学

习热潮，以燎原之势将精神向教职工

传达到、讲解透、贯彻好。要以强烈的

政治责任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昂扬

的精神状态，在学习宣传贯彻中当好

表率、做好标杆。结合“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和学校工作实际，用全会

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确保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师生头脑。

7 月 9 日，当记者在四川江淮汽车有

限公司见到该公司总装车间工段长叶升

尧的时候，无法将“传帮带师傅典范”这

样的称号与之联系起来，因为在记者面

前的叶升尧是那么的年轻，一个 1992 年

出生的小伙，工作四年多已经取得了如

此多的殊荣。这一切源于他一贯以来的

努力，和他兢兢业业、不断努力追求的结

果。

兢兢业业 不断进取

保险杠调试工具、车门锁调试工具、

支撑座调试工具……走进叶升尧所在的

车间，桌子上整齐地摆满了改良前后的

各种汽车调试工具，对比起来，有些似乎

差别细微，作为外行人很难发现，“改动

虽小，但是作用很大”，叶升尧骄傲地“炫

耀”起自己的“宝贝儿”，“尤其是生产线

上的一些改良，打气泵接头啊、传动轴定

扭辅助工具啊，这些经过改良后，不仅降

低了工人师傅的劳动强度，更是提高了

生产效率。”

叶升尧在工作中总是兢兢业业不断

努力进取。2017 年 1 月，公司生产的一台

轻卡始终打不燃火，多方寻找原因也没

有找到。叶升尧从油气电各方面进行考

虑 ，一 直 以 为 是 不 喷 油 导 致 的 打 不 着

火。认真执著的他，将所涉及的零件一

个一个拆下来进行检查，依然没有找到

原因。

叶升尧并没有放弃，一方面打电话向

公司本部师傅咨询，另一方面又向自己

大学的老师进行咨询，通过多方努力，决

定从进气温度传感器检查入手，经过三

四个小时的细致努力，终于排除故障成

功启动，虽然是一月份的天气，但叶升尧

已是一身大汗。顾不上擦拭汗水的他，

赶紧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系

统地记录下故障现象、故障分析、确定原

因，诊断排除。

齐心协力 称兄道弟

叶升尧在工作中不仅自己特别努力，

但从不吝惜学到的知识，一点一滴都喜

欢与同事交流学习。在带徒弟上，他更

是为人谦逊，从来没有师傅高高在上的

架子。

许凯，1993 年出生的小伙，2015 年初

进入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被安排给

叶升尧当徒弟。许凯第一眼见到自己的

师傅时，心想，“这们点大个人，社会经验

没我丰富，也不比我早几天进公司，有啥

子了不起的！”打心眼里不太服这个年轻

师傅的气。

2015 年 4 月的一件事，令许凯彻底改

变了对叶升尧的看法。那天晚上，一台

汽车发动机发出异响，调试组工作人员

加班到十一点多，许凯始终坚持自己对

故障的判断，固执地与叶升尧争执。为

了让许凯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叶

升尧又打电话向公司本部师傅反馈交

流、求证，结果被证明故障原因是正确

的，按照相关原因去维修，发动机就没有

发出异响了。许凯这才打心眼里服了师

傅的气，从此踏踏实实跟着师傅认真学

习。

愧对家庭 有苦不说

在工作中干得如此风风火火的叶升

尧，也有自己说不出的“苦”。

叶升尧从小在内江隆昌县农村长大，

打小就知道努力勤奋才是自己的出路。

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弟弟，总是让他放心不

下。家里父母都远在西藏，奶奶年事已

高，无法管住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弟弟。叶

升尧稍微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希望赶回老

家，检查检查弟弟的作业，过问过问他的

生活，尽到一个“长兄如父”的责任。

对妻子，叶升尧更是愧疚不已。妻子

陈显秀是自己的同学，两人感情一直很

好。今年年初，陈显秀随叶升尧来到安

居，与之结为连理并且怀上了身孕。刚

巧迎来公司的生产旺季，叶升尧总是早

出晚归，妊娠反应厉害的妻子根本得不到

她的照顾，生理反应让妻子特别不舒服，

忍不住开始报怨“和你简直是结了个假

婚”。面对妻子的报怨，叶升尧总是耐心

地开玩笑哄哄妻子，妻子的怨气还没有散

的时候，他又踏上了回公司的路……

在工作岗位上始终如一，谦虚谨慎，

刻苦勤奋；时刻以“服务他人，锻炼自我”

为宗旨，严格要求自己，实事求是，吃苦

耐劳，刻苦钻研，不断努力提升专业知识

和业务能力。

这就是叶升尧，一个九零后的优秀共

产党员的真实写照！

（全媒体记者 黄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