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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 01 版）全县上下要以这次省委宣讲团宣讲为契机，广

泛开展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
围绕主题、把握精髓，联系实际、讲求实效，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

到实现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切实增

强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鼓舞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奋发前行、攻

坚克难 ,不断推进大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就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

水平。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把握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实

质。全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省委全会精

神，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的热潮。要抓好党员干部的培

训轮训和各类媒体、行业企业、镇乡（社区、园区）的宣传宣

讲，推动全会精神深入基层、深入人心。要结合实际抓好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

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同省委、市委的重大部署、重要

举措相结合，同学习贯彻省市党代会精神相结合，同高质量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相结合，切实把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转化为凝聚力量的思想武器，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更好地

推动大英经济社会发展。

（上接 01版）就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江平强调，

一要牢固树立“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政治品质，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

为，忠诚履行职责，努力开创大英党管武装工作和国

防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二要坚决落实“善谋打仗

能打胜仗”核心要求，提高履职尽责综合能力，增强看

齐意识和强化主体责任，抓紧抓好抓实优秀人才队伍

建设、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反恐处突等重特大任务应

急应战能力建设等工作。加强征兵工作宣传，确保高

质量完成兵员征集任务。三是扎实肩负“军地合力、

军民合心”使命，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在增

进军政军民团结、广泛做好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招商引资、脱贫攻

坚 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纽带作用，做到“战场”

“市场”“战斗力”“生产力”双提升。

会议还对当前我县“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吴红彬，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杨成平，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县总工会主席赵维

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代萍，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

长王建沣，县人武部政委孙爱清出席会议。

（上接 01 版）就湖长制工作，会议要求，各级部

门、镇乡要切实强化湖长制工作的落实，深刻认识到

对县内水库、堰塘的治理不仅是湖长制工作的重要内

容，更关系着全县农业发展，要着力加强对全县提灌

站、渠系的梳理，加强对设施设备的管理、维修、维护；

要狠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推动水质持续改善。

县领导赵维强、代萍、谭银、付志中、杜锐、陈立

国、唐志红以及县相关部门、镇乡负责人参加会议。

（紧接01版）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履职不到位、问题整改

不落实的相关部门、镇乡和企业要严管重罚，筑牢安全生产

监管防线。四要坚持保障为先，为实现安全生产奠定基础。

要强化资金保障，配齐配足物资设备、充实人员队伍，完善

机制制度，确保安全生产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建军，各镇乡、园区、县直相关

部门负责人在大英分会场参加会议。

县委中心组集中学习会召开 大英全面落实河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大英组织收看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县委2018年度议军会议召开

2018 年上半年旅游总收入 57.1 亿

元，同比增长 23.2%；接待总人数 61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6%。 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59320 万元，占年度投资目

标任务 84.7%……一串串亮眼的数据，

折射着大英旅游发展的一个事实：旅

游消费不断增长，旅游产业正成为助

推大英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支点。

2018 年上半年以来，大英县旅游

局紧紧围绕“城市创新、乡村振兴”的

战略目标，加快推进旅游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深入开展旅游扶

贫，做大做强旅游产业，构建“四轮驱

动、两翼齐飞、多点支撑、全域共享”

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内外兼修 提档升级

以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为

契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这既是大

英县旅游业发展的契机，更是无法回

避的挑战。为此，大英外修“容貌”、

苦练内功，加大旅游项目建设、提升

行业服务水平，为塑造大英旅游的金

字招牌而不懈努力。

上半年，项目建设、宣传营销、品

牌创建全面提升了大英旅游发展质

量。大英县旅游局成立了以局长任组

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股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局项目建设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先后 40 余次为浪漫地中海、

中国死海、绿山微湖等重大旅游项目

解决相关问题，协调解决赵氏漂流园

遗留问题。目前，浪漫地中海游客集

散中心核心区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帮

助七星能源集团协调浙江商业银行落

实项目贷款。深入推进中国死海升级

改造工程，编制相关规划，正在建设

“港澳台”青少年内地游学基地，已接

受国家旅游部门的相关检查；扎实推

进绿山微湖项目建设，已完成人工湖

建设；紧紧围绕“千年卓筒井、活力新

大英”旅游营销主题，充分利用会议、

电视、网站、商品展和外出营销等各

种机会和途径，落实重庆“超级小玩

家”栏目组到中国死海开展节目录

制，配合做好四川日报社“走进大英-
旅游篇”采访工作；按照“功能完善、

服务优质、管理科学”的要求，实施旅

游景区、星级酒店、星级农家乐提升

计划，创建大英旅游新品牌。

同期，大英县旅游局还强化学习，

提升干部素质，坚持每周集中学习制

度，制定学习计划，规定学习内容。主

要学习了《旅游法》、《国务院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法律

法规以及党的十九大、省十一届三次

党代会、县五届四次党代会精神。

大英县旅游局还以开展“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活动为契机，利用微信、

QQ 上传学习课件，鼓励年轻党员以电

脑、手机为载体“随时学”，不断提高干

部职工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能力。

强化监管 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为了维持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

营造安全、优美、舒适的旅游环境，行

业监管是关键。大英县旅游局按照

省、市依法治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工

作要求，在元旦、春节、“五一”等节假

日，联合工商质监、食品药监、安监等

部门对中海大道沿线餐饮、中国死

海、东方生态博览园等重点地带开展

检查。同时，还由局班子成员带队到

死海等景区值守，整治规范旅游市场

秩序，严厉打击围追兜售、强买强卖、

欺客宰客等现象和行为，树立大英旅

游良好形象；邀请消防、安监、法律等

方面专家对涉旅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

开展培训，提升旅游行业的安全意识

和法律意识；扎实开展文旅旅游宣

传，县旅游局组织中国死海、浪漫地

中海、东方生态园、百事通旅行分社

等在新区广场开展文明旅游等宣传。

并 组 织 机 关 干 部 职 工 在 春 节 、“ 三

八”、“五一”等重大节假日到中国死

海、浪漫地中海、东方生态园等重点

景区执勤，维护旅游秩序。与此同

时，大英县旅游局还积极做好旅游投

诉受理工作，1-5 月办结率 100%，满

意率 100%。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旅游环境，大

英县旅游局通过落实“一岗双责”，制

定了《大英县旅游局 2018 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主体责任并延伸

至局机关各股室、各部门，形成了人人

肩上有责任、上下齐抓共管的“三级责

任体系”，坚持做到“四个亲自，一个保

障”，将全局工作同党风廉政建设同部

署、同实施、同落实。同时，县旅游局

还不断加强筑牢思想防线，坚决贯彻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组织全局干部职

工集中传达，层层学习，营造廉政文

化；认真贯彻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省

市县“十项规定”和遂宁市机关党员干

部工作、生活时间“十不准”规定。

强化宣传推介 提升知名度

在游客眼光越来越高、市场竞争

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大英县究竟该如

何提高旅游业满意度?
答案不外乎两个：其一，把景做美，

吸引人;其二，把服务搞好，留住人。

今年以来，县旅游局通过督促全

县 A 级景区、星级酒店、星级农家乐

抓好经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

水平，深入全县 11 个镇乡开展农家乐

调研，拟开展大英县“十佳农家乐”评

选活动，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乡镇

1 个，广茂祥农庄、幸福鱼庄等 2 家农

家乐成功创建为乡村民宿达标户，占

目标 100%。大英县代表遂宁市接受

中央电视台“乡土中国-我们向往的

乡村”专题节目拍摄，代表四川省接

受国家旅游部门检查“港澳台”青少

年内地游学基地。

与此同时，大英县旅游局还充分

发挥乡村旅游合作社示范带动作用，

大力发展卓筒井镇乡村旅游合作社，

吸引了为干屏、蓄金、三兴等村共 73
户贫困户种植脆桃，形成连片种植，

举办桃花节美食节、仙桃采摘节，借

助通仙乡的青花椒乡村旅游合作社，

举办青花椒采摘节，引导农户为游客

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等服务。

不仅如此，大英县旅游局还利用

各类旅交会、新闻媒体、网站、旅游微

信等加强大英乡村旅游的宣传营销，

加强旅游产品的宣传，举办更加富有

特色的乡村旅游节，不断扩大乡村旅

游影响力。全时空、全领域、全方位

的营销宣传，让大英旅游品牌深入人

心。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开启全域旅游新篇章
——大英县 2018年上半年旅游工作综述

成渝游客参加青花椒采摘节

本报讯（刘磊 全媒体记者 成红
月）7月 26日，县食药监局组织召开大

英县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

治推进会。县级相关部门及镇乡、社

区、园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县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传

达了《关于继续做好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整治工作的通知》。县公安

局、县工商质监局、县文广新局相关

负责人分别就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整治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要求，要明确任务、建立机

制，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的违法行为，确保整治工作取

得成效。要积极配合、认清形势、及

时梳理、直面问题，有力净化健康有

序的食品市场经营环境。要突出重

点、主动作为，建立长效机制，力争解决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顽

疾”，营造整治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讯 （秦琼 全 媒 体 记 者 蒋
亮）近日，唐家湾社区发生了一起邻

里纠纷。蓬莱司法所应唐家湾社区

工作人员的请求，派出两名工作人员

参与到此次纠纷的调解中。

到达现场后，司法所工作人员先

是耐心倾听当事人彼此的请求，在理

清事情原委后，找到事情症结：关于

漏水维修费用的分摊问题。唐家湾

社区负责人建议二楼业主承担 50%
的责任，三楼和旁边一位业主共同承

担 50%的责任，但是二楼业主表示不

同意，调解陷入僵局。

针对症结，司法所工作人员从不

同的方面向三方当事人解释其中的

利弊关系：从矛盾三方来看，大家都

是业主，不管谁家漏水都会对彼此造

成伤害，如果一家建筑结构改变，另

一家也会受到影响，没有谁可以独

善其身；从房产商来看，房产商现在

已经是一位老者，而且人不在大英，

要他来担责不太可能，只能靠业主

自己解决；从司法程序来看，首先诉

讼对于处理邻里关系不是最好的解

决方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

样会影响邻里的和谐。其次，诉讼

本身需要成本，而且时间也非常久，

最近下雨频繁，可能会对彼此造成

更多财产损失，最重要的是诉讼成

本已经能够弥补此次的维修费用。

针对三楼业主，司法所工作人员向

其特别讲述了法律关于“物权”的规

定：建筑公用面积属于业主共同所

有，应该共同享受权利，承担责任，

不能以不使用为由，不履行相应的义

务。

经过在场工作人员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三方当事人逐渐明白怎样处

理此事才是最有利的解决办法，最终

同意社区负责人提出的方案。

本报讯（岳也文 全媒体记者 蒋
亮）今年以来，县城管执法局结合自

身职能，对标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多

措并举，全力打好创建攻坚战，以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文明城市创建，对一个城市的市

容市貌、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秩序、服

务质量等有很高的要求。作为文明

城市创建的主力军，县执法局通过打

好治乱攻坚战，全面提升市容环境水

平。以精细化、常态化管理为目标，

网格化、规范化管理为抓手，结合宣

传引导、定点盯守、巡查发现、集中整

治等方式，对出店经营、占道经营、违

规晾晒、非机动车乱停放等城市顽疾

进行治理。狠抓问题整改落实。局

领导亲临问题现场，专题研究，能立

即整改的，立即安排进行整改；不能

及时整改的，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

改措施、整改责任、整改时限。同时，

各辖区中队采取定人、定岗、定责、定

路段等措施，加强日常巡查监管，防

止整改问题出现反弹。

同时，县执法局进一步抓宣传攻坚，

努力提高市民创城意识。严格对照文明

城市测评标准，积极督导建筑工地按要

求在施工围挡设置公益广告；入户通知

各大型电子屏业主和LED显示屏业主加

强公益广告宣传，坚决打好文明创建宣

传攻坚战，确保公益广告数量和质量的

“双提高”。同时，自创建活动启动以

来，我县通过设置宣传栏、张贴“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广告、LED滚动播放、微

信微博推送等方式开展文明创建宣传，

进一步营造了浓厚的创城氛围，提高了

干部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县城管执法局：治乱攻坚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大英县推进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

司法调解促邻里和谐

共建幸福美好家园
创建创建全国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县级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