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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万众一心 生产自救生产自救 重建家园重建家园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7 月 16
日，我县召开“7·11”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县委书

记、县“7·11”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蒲从双出席会议并讲话。县

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袁渊主持会

议。

会议通报了全县因灾损失情况，并

就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印发<射洪县

“7·11”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方案 > 的通

知》进行了解读。

蒲从双对我县抗洪抢险工作给予

了肯定，并代表县委，向奋战在抗洪抢

险一线的民兵战士、消防战士、公安干

警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他强调，要

充分认识恢复重建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承担起灾后恢

复重建的艰巨任务，想尽一切办法，动员

一切力量，以有力有效的举措，全力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蒲从双强调，要牢牢坚守恢复重建

工作基本原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切

实保障受灾群众生活。要坚持急缓有

度，扎实有序推进恢复重建工作。要

坚持质量为上，科学规划提高抗灾能

力。

蒲从双强调，要全力抓好恢复重建

工作重点任务。要抓好住房保障、基础

建设、农业复产和资金筹措，特别是卫生

防疫工作必须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作

业，确保实效全覆盖。同时要加大向上

汇报对接，积极组织社会捐助活动，统筹

整合好现有资金项目。

蒲从双强调，要全面加强恢复重建

工作组织领导。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二

要落实工作责任，三要强化督促考核，切

实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为打赢

灾后恢复重建这场硬仗而不懈奋斗。

县委副书记、县长、领导小组组长

张韬，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税清亮，县政

协主席李晓曦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出

席会议。相关县直部门、乡镇（街道）负

责人参加会议。

我县召开“7·11”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齐心协力 团结拼搏
奋力夺取重建工作全面胜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7月13日下

午，县防汛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

记、防汛指挥部指挥长蒲从双出席会议并

讲话。县委副书记袁渊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县防汛指挥部各工作

组前阶段工作汇报，并对灾后重建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

蒲从双对我县抗洪抢险前阶段工作

给予了肯定，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把抗

洪抢险救灾工作作为当前首要的工作任

务来抓，确保取得全面胜利。一要保持

高度警惕，时刻绷紧防洪抗汛这根弦，

确保今年防洪防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万无一失。二要认真反思总结，针对群

众转移、防汛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应急

预案制定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再添措

施。三要抓细抓实举措，继续抓好群众

的转移安置，务实做好受灾情况的统

计，强化隐患的排查整改，加强值班值

守和研判预警，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四要严格落实责任，进一步明确

指挥体系，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履职尽

责，“两办”督查室要加大汛期督查力

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千方百计

确保汛期平安。

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税清亮，县政协主席李晓曦等

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我县防汛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

强化工作落实 确保汛期安全

本报讯 连日来，蒲从双、张韬、税

清亮、李晓曦等县领导纷纷深入抗洪抢

险救灾和恢复生产一线，查看灾情，检

查指导防汛减灾和恢复生产工作。

蒲从双
7 月 12 日，县委书记蒲从双前往金华

镇抢险一线，检查指导防汛减灾工作，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严防死守，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位于金华镇节制匣至黑水浩村委道

路处的黑水浩桥，受到上游船舶撞击，导

致桥梁垮塌、船舶沉没，共计 400 余人被

困在桥梁连接岛上。蒲从双乘坐救援直

升机深入黑水浩村孤岛，看望慰问正在

等待救援的受困村民，并询问受灾情况。

在冲锋舟救援点，蒲从双实地查看

了救援情况，他要求，救援过程中一定

要确保安全，避免落水情况发生。在受

灾村民临时安置点伯玉小学，蒲从双亲

切慰问受灾村民，了解安置村民的生活

状况，鼓励他们要生产自救，相信党和

政府，并传达省委彭清华书记、尹力省

长，市委邵革军书记、杨自力市长对大

家的问候，相信通过自力更生以及党和

政府的帮助，今后的生活会更好。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邓茂，副县长尹

全军参加检查指导。 （郑蕾）
7 月 14 日下午，县委书记蒲从双带

领县委办、县国土资源局、县水务局、县

交运局等部门负责人，深入到玉太、东

岳、天仙等乡镇，查看我县水库及地灾

隐患。

在王家嘴道路垮塌点，蒲从双一行

查看了道路垮塌受灾情况，听取县交运局

相关负责人关于道路规划、后期建设等情

况汇报。他强调，道路是关系到车辆安全

重要因素之一，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一

定要做到人员到位、宣传到位、责任到位，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影响安全的因素出现，

要安排人员 24 小时值班，遇到险情有人

指挥、有人引导、疏散群众安全撤离，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玉太小学地质灾害隐患点，蒲从

双听取了学校和县国土资源局监测人员

预警预测、应急处置预案等方面工作汇

报后，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克服麻痹

松懈思想，增强防汛抗灾意识，把山体

滑坡等地质灾害治理工作，要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扎实做好防汛

抢险各项工作；要全力以赴做好值班、

值守工作，在开学之前排查好一切安全

隐患，确保孩子们能安心、放心上学。

在天仙石垭子水库和东岳水库，蒲

从双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后，他

强调，要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水库，落

实好各项度讯措施，制定完善度汛方案

和应急预案工作；要加大水库安全巡查

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加强防汛值

班，建立畅通的联系渠道，确保安全度

汛，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水务部门要加大项目申报力度，加大推

进病险水库的治理力度，要对全县所有

的山塘水库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排查，重

点要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山塘水库进行彻

底有效的治理，确保水库发挥应有的效

益。 （艾君）
7 月 15 日，县委书记蒲从双到香山

镇、金华镇查看灾情，指导救灾工作。

在香山镇，蒲从双到水毁堤坝、香山

渡口等地，查看受灾情况。在香山渡渡

口，蒲从双仔细查看了洪痕和地灾隐患

点，要求相关部门做好隐患点隔离和警

示，对洪灾沿线房屋和道路等抓紧排

危。电、气和通讯抢通工作要加快进

行，尽早恢复。

在香山镇新城村、李家坝和桃花河

村，蒲从双查看了清淤工作和救灾物资

供应情况，并与受灾群众交谈，了解大

家生活情况，估计受灾群众坚定信心，

积极自救。他强调，要加快抢通工作，

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要加快推进

清淤工作，做好防疫消毒。要密切关注

雨情水情，及时引导群众避灾。要做好

群众安置，积极疏导群众情绪和开展自

救，全力打赢抗洪抢险救灾这场硬仗。

蒲从双还到黑水浩桥头，了解电、气

抢通工作。 （全媒体记者 刘洋）

张韬
7 月 14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视

察“7·11”洪灾抢险救灾工作。

张韬一行先后前往玉太乡、东岳乡、

天仙镇、太兴乡、香山镇、金华镇等洪涝

灾害重点区域，仔细查看受灾情况，全面

了解防灾减灾、抢险救灾工作开展情况，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灾人员。

每到一处张韬都详细询问了受灾群

众情况。在金华镇金华坝，张韬到达现

场后看望了受灾村民和村干部，并叮嘱

相关负责人要把灾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

一位，要确保灾民有房住、有衣穿、有干

净水喝并安慰灾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

县委、县政府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恢复

生产生活。

张韬指出，当前汛情十分严峻，要根

据防汛工作特点，立足防大汛抗大灾，

保持高度警惕，积极应对汛情灾情，科

学调配工作力量，切实增强防汛和抢险

救灾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及时掌

握汛情变化，认真抓好防汛预案的完善

和落实，及时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巡

查工作力度，坚持查全查细查实，备齐备

足防汛物资，确保及时发现险情、有效处

置险情。当前，要对地质隐患点和重点区

域进行认真排查，明确专人负责监测，对

容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险情地段，要及

时跟进排除隐患，坚决防止次生灾害发

生；要做好预警预示和管控工作，务必让

老百姓远离危险区域。

张韬强调，在抢险救灾中，要切实做

好群众的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确

保老百姓有房住、有衣穿、有干净水喝；

要做好消毒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开展生

产自救，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关

心帮助下，齐心协力坚决全面打赢防汛

抗洪、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 （许竣钦）
7 月 15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视

察“7·11”洪灾受灾情况。

张韬一行先后前往迎春路太和中学

外、广兴镇龙滩村取水口、涪江湿地公

园、武安河尾段、太和大道富源路、光明

宿舍、金华镇黑水浩村查看受灾现场，

全面了解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看望

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灾人员。

在涪江湿地公园，张韬听取了县城

投公司有关负责人对灾情、后期建设的

汇报，他强调，要加大人员、机械投入，

及时进行清淤疏通和修复，要做好河流

洪水监测和排危工作，一旦有险情出

现，要确保及时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据县气象预报，涪江上游

地区近日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过程，

张韬要求金华镇黑水浩村群众要做好有

序撤离，转移到安全地带，并鼓励他们

不要灰心，党委政府将竭尽全力，让大

家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张韬指出，洪灾当前，要注重防大灾

抗大汛，认真检查各处受灾情况，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受灾点基础设施及居民

房屋安全；要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生活保障，组织群众开展好生产自

救及相关善后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监

测预报预警工作，及时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群众安全度汛；要加强专人值

班值守工作，并保证通讯随时畅通，确

保及时发现险情、有效处置险情。

随后，张韬一行还到伯玉路视察道

路施工现场，要求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完

成，确保道路早日通行。

副县长邹清、何小江参加视察。

（下转03版） （郑蕾）

洪峰过境后县领导纷纷深入一线

检查防汛减灾指导恢复生产

本报讯 7 月 12 日晚和 13 日，我县在金华镇分别召开应急

救灾、救灾应急工作会、防汛救灾专题工作会。会议提出，有

效有序推进防汛救灾，抓好灾后生产自救和生活恢复。

7 月 12 日晚召开的应急救灾工作会传达了上级防洪抗灾

指示精神，通报了射洪目前汛情上报情况、涪江上游流量、沿

线汛情、存在的安全隐患及处置情况等，安排部署了各牵头领

导相关工作。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强调，要迅速落实各项工作

牵头部门，细分工作职责任务；继续严密监控涪江汛情，梳理

受灾群众实际情况，落实安置点领导值守，安置物资要准备充

分，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稳定群众情绪，切勿让群众私自返

家；继续应急值守，严密监控涪江沿岸船只动态，及时研究应

急处置方案；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研究灾后重建工作；迅速进行

查灾核灾，统计详细数据，相关部门立即对受灾房屋进行鉴

定，安排防疫部门做好疫情监测、防控工作。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彬，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

黎云凯，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小文，副县长、县公安局局

长陈良，副县长尹全军参加应急救灾会议。 （陈六知）

7 月 13 日，我县召开救灾应急工作会，重点就金华镇当前

防灾减灾、灾后生产生活恢复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韬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防汛救灾各工作小组分别就目前抗灾减灾工作进

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各责任单位分别就即将开展的灾后生产

生活恢复工作作了发言。

张韬指出，此次洪峰过境，金华镇黑水浩村人员转移和救

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下一步要将重点放在灾后生产自救

和生活恢复工作上来，并迅速拉开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张韬强调，牵头分管领导和责任部门，要立即开展查灾核

灾工作，准确统计和上报灾害损失情况。县交运部门要迅速

拿出抢通保通方案，保障码头交通到位，并随即启动桥梁恢复

的设计、规划等各项工作。救灾工作小组要立即组织民兵、消

防、镇村干部以及村民，迅速开展清淤工作。县卫计部门要立

即开展灾后疫情防控、消毒杀菌以及医疗护理等卫生工作。

县住建部门要对受灾房屋逐一进行安全鉴定，水电气等责任

部门要迅速制定方案，增添保障措施，保证返家群众正常生活

需求。由于汛期还在持续，应急转运组要随时待命，注意汛情

防控和监测。镇村干部要迅速组织群众，开展灾后农业生产

恢复工作，农业保险要为入保受灾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保险

服务。综合协调组要加强统筹协调调度等工作，确保我县防

汛救灾工作有效有序推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黎云凯，副县长尹全军、何小江、

蒋桂彬以及县住建、交运、卫计、民政、粮食、农业等部门负责

人和金华镇机关干部参加了会议。 （全媒体记者 刘洋）

7 月 13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在金华镇组织召开防汛

救灾专题工作会议，对金华镇救灾和灾后重建进行安排部署。

在听取了金华镇各救灾工作组情况汇报后，张韬强调，金

华镇灾后重建指挥部各位牵头县级领导和责任部门要立即行

动，围绕人员安置、查灾核灾、抢通保通、疫情防控、清淤复

耕、物资保障等方面开展工作。同时，要根据近期雨情汛情预

报加强防控监测，时刻绷紧防洪抗汛这根弦，有力有序推进防

汛减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千方百计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黎云凯，副县长尹全

军、何小江、蒋桂彬及县直相关部门和金华镇负责人参加会

议。 （全媒体记者 刘洋）

我县多次在金华镇召开防汛救灾专题工作会

有效有序推进防汛救灾
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本报讯 近日，县政协召开十四届十三次常委会议。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专题协商加强金融风险

防范。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

常委、副县长田斌到会通报我县金融风险防范工作情况。县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诚银应邀出席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金融政策和法规，听取了《关于加强我县

金融风险防范的调研报告》。

就如何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李晓曦强调，一要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切实增强金融风险防范紧迫感，保障金融安全，助

推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二要把握要求，抓住关

键，全力打好金融风险防范攻坚战。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

本目的，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

以防范金融风险为核心目标，着力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严控政

府及平台公司债务增量，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深化金

融改革为根本动力。三要健全机制，形成合力，努力构建金融

风险防范大格局。加强组织协调，确保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

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强化宣传引导，同时要严惩金融违法

行为，并积极调研建言，助推金融健康安全和长效发展。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射洪县政协委员管理办法（修订

稿）》。

县政协副主席胥旭东、王庆华，秘书长杜敬华出席会议。

（郑蕾）

县政协召开十四届十三次常委会议

专题协商加强金融风险防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7 月 16 日，绿然

科技集团与东莞市汉武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2
寸储存芯片封装测试和芯片封测、液晶面板显

示器生产设备制造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县委书

记蒲从双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税清亮、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出席仪式。绿

然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汉知主持仪式。

据了解，东莞市汉武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

专业从事液晶显示屏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于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12 寸储存芯片封装测试和

芯片封测、液晶面板显示器生产设备制造项目

计划总投资约 5 亿元人民币，占地约 50 亩，建设

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生产厂房，建设期为 16 个

月。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预期实现年产值 6.5
亿元人民币以上 ,年利税达 1.1 亿元人民币以上。

蒲从双介绍了射洪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

项目签约表示祝贺，对东莞市汉武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来射洪投资兴业表示欢迎。他指出，

项目签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各级各部门要全

力以赴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营造最优越的环境，

在项目推进上要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蒲从双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大力支持项目建

设，希望投资方进一步坚定信心，加强沟通协作，

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按预期目标建成投产。

县领导马英、李毅、任德武及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签约仪式。

12寸储存芯片封装测试投资项目落户射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