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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四届67次常委会召开
传达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精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等事宜

安居区召开 2018年“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牢记宗旨不忘使命
为安居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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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余坤洋）8 月 1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主任

熊隆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施瑞昶带队

巡查琼江（安居段）河长制工作。区委副

书记熊杰，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高敬东，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会主任陈

发友随同巡查。

据悉，自河长制实施以来，安居区严

格按照省市部署要求和河长职能职责，务

实推进琼江流域污染治理，通过制定落实

琼江流域水体达标方案、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方案和琼江大安出川断面水质达标

实施方案。全面实施“一河一策”，对琼江

安居段和流域 4 条主要河道建立“一河一

档”，全面掌握河道陆域、水质、水环境与

水生态等情况，实现常态长效管理。明显

改善了流域水质，今年以来平均水质达到

了Ⅲ类标准。

熊隆东一行先后来到大安乡明星村

“半边河”省控监测断面、重庆潼南区崇龛

镇和资阳市安岳县姚市镇，详细查看了解

琼江大安出川断面、琼江光辉断面和姚市

河断面水体水质情况，并听取琼江流域水

污染防治情况汇报。巡查现场，熊隆东指

出，要加强与资阳市协调对接，建立琼江

流域污染防治定期联系工作制度，共同推

进流域水环境治理；要主动对接资阳市、

重庆市水环境监测部门，对流域监测点水

质采取同点取样、同时取样、同时检测等

方式进行监测，查找污染问题，做好水资

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

修复、水域岸线管护等水库库区保护管理

工作，同时做好源头防治和取水口保护工

作，确保农村饮用水安全达标；还要加强

社会监督，严肃打击河道乱占乱建违法行

为，杜绝污染源，努力打造更优美清洁的

水域环境，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总目标。

座谈会上，熊隆东强调，安居区要压

紧压实河长制工作责任，不断强化琼江流

动水污染防治，确保出川断面监测水质早

日稳定达到国家标准，为建设成渝发展主

轴绿色经济强市作出积极贡献。

熊隆东带队巡查琼江安居段河长制工作时要求

共同推进流域水环境治理
努力打造更优美清洁的水域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7 月 30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主持召开区委

四届 67 次常委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精神、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三次（扩

大）会议精神。会议审定了《安居区 2018
年目标绩效考核工作办法》《安居区 2018
年区级部门中心目标任务》。区委副书记

熊杰，区委常委肖舰、魏毅、高敬东、刘光

辉、张雷、杨冬梅、杨敏、陈发友参加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区政协主席

李劲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第三次会议精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会

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

区各级各有关部门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紧

密结合实际，持续深化专项斗争，取得了

初步成效。

会议要求，一要高度重视，提升站位，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到工作全

局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以主动

进攻、除恶务尽的姿态，以守土有责、守土

负责、守土尽责的精神，科学谋划、精心组

织、周密实施，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这场攻坚战。二要统筹协调，协同作

战，政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集中优势

警力，专案专班专办，对重点地区、重点领

域，重拳出击，绝不手软。纪检监察部门

要与政法机关协同配合，与基层“清淤”行

动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组

织部门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严防黑

恶势力插手基层政权；宣传部门要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扫黑除恶的强大声势，让人

民群众看到专项斗争立竿见影的效果，让

社会各界充分感受到区委、区政府除恶务

尽的态度和决心。三要健全机制，标本兼

治，各级各部门要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

建立健全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长效

机制；要建立完善负面清单制度、黑名单

制度、资质审查制度等行业监管制度，建

立健全重点行业监管防控机制，加强对黑

恶势力容易插手染指的重点人群、重点行

业、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的排查整治，从根

本上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加强扫黑

除恶专业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扫黑除恶线

索收集、案件督办、考核奖惩等机制，确保

专项斗争顺利开展。

会议审定了《安居区 2018 年目标绩效

考核工作办法》《安居区 2018 年区级部门中

心目标任务》等事宜，研究了干部人事任

免。会前学习了《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

副区长聂洪、潘昀、舒玉明，区人民法

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1 周年来临之际，7
月 30 日，副市长、区委书记雷云来到区人

武部、区消防大队、区公安分局走访慰

问，出席 2018 年“八一”建军节座谈会并

讲话。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

常委、区人武部部长张雷，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杨敏，副区长聂洪、潘昀，区人

武部政委张国陪同走访慰问或出席会

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

魏毅主持座谈会。

当天上午，雷云来到区人武部、区消

防大队走访慰问，代表区委、区政府送上

深情问候，勉励官兵们铭记习近平主席

的政治嘱托，牢记军人职责，全面践行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

标；希望全区上下继续弘扬光荣传统，不

断谱写军地融合发展新篇章。官兵们高

度评价安居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

成就，表示将努力参与安居建设，为“第

二故乡”作出积极贡献。

座谈会上，在认真听取退伍军人和部

门发言后，雷云代表安居区四套班子和

80 余万安居人民，向区人武部、武警公安

消防官兵、预备役军人和广大民兵，致以

节日的祝贺，向部队离退休干部、革命伤

残军人、转业复退军人以及军烈属，表示

诚挚的慰问和良好的祝愿！

雷云指出，长期以来，驻安居全体官

兵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总要求，大力弘扬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传统，不断

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不断提高部队的战

斗力，以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情，积极

投身到安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广

泛参与平安建设，加强军民联防联治，为

全区人民群众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安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所有成绩，

（紧转04版）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曾晓梅）7 月

31 日，市环保督察“回头看”安居区情况

反馈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督察组组

长欧斯云出席反馈会。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肖舰，副区长曾勇参加会议。区

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高敬东主持会议。

市环保督察通报称，通过本次环保督

察“回头看”，发现安居区干部群众主体

责任进一步压实，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有

序推进，全区环境质量持续保持优良。

希望安居区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压实环保主体责

任。同时，要狠抓问题整改，为今年下半

年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做好准备。

肖舰在表态中表示，市环保督察组对

安居区开展“回头看”，充分体现了市委、

市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高度重视，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督

察意见，既客观肯定了安居区在环境保

护、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成绩，又实事求是

地指出了安居区在环境保护监管、环保主

体责任履行、生态环境质量、环保目标考

核、基础设施建设、饮用水源保护、污染源

普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

明确、具体的整改要求，完全符合安居实

际，安居诚恳接受、全面认领。

肖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针对

此次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各级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深刻警醒，分类建立问题清

单、责任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

人，逐一整改。 （紧转02版）

遂宁市环保督察“回头看”安居区情况反馈会召开

建立环境问题整改长效机制
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油葵丰收啦！
拦江镇土桥子村在种植 400 亩无花

果的基础上套种了 200 亩油葵。如今，

油葵喜获丰收，整村一片忙碌景象。

据了解，每亩油葵产籽 300 斤左右，

出油率每斤在 4 两左右，全村 200 亩油

葵产油总量将上万斤。目前，葵花油的

初步定价是 15 元钱一斤，产值可达 10

多万元，其中，仅仅是油葵种植的集体

经济收入就达 5 万元以上。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邱晓华到安居调研督导城管工作

提升安居城管良好形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31 日，市城管执法

局局长邱晓华带领调研督导组，对安居区城管执法工作

开展调研督导。

调研督导组一行通过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

对该局涉城管职能的环保执法工作及中、省、市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情况，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及开展情况，

“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三年行动部署及开展情况，

《遂宁市城市管理条例》学习宣传和施行情况；市县城区

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建筑和房地产领域乱

象专项治理行动中城管执法部门履职情况，迎接全国文

明城市复检工作部署等工作进行了全面督促检查。

督导组对安居区城管执法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开展提出要求，要求安居区城管

执法分局要进一步强化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重视，

扎实有序推进专项斗争；要进一步强化协管人员的管理，

确保城市协管员队伍履职尽责不越位；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安居城管人的良好形象。

安居区开展重点领域工程
建设项目质量专项治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为提升全区重点领

域工程建设项目质效，推动和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有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日前，安居区

委、区人民政府联合下发了《遂宁市安居区重点领域工

程建设项目质量问题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

记者获悉，此次重点领域工程建设项目质量问题专

项治理的原则一是突出重点，针对全区政府主导或参与

投资的在建或竣工后未验收交付的工程建设项目，特别

是突出群众感观度高、获得感强的拆迁安置、土地整理、

镇村组道路、水利设施、环保设施、城建设施等工程项目

质量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工程建设项目质量

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二是查改结合，专项治理主要以

项目建设方、监管方自查自纠为主，通过对发现质量问

题的有效整改，通过严格项目建设程序和实施规范，逐

步提升全区重点领域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水平。三是业

主负责，属地管理。按照业主担负主责，属地守地有责

的总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都是重点领域工

程建设项目质量问题专项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做到条块

结合、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统筹推进。四是依法依规，

坚决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依法依规实施整治，通过

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合同、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管职责

来确保工程建设项目质量。

治理内容包括违规发包，因违反工程建设“招投标”

的相关规定，串标、围标，违规分包、转包或由无资质承

建方实施而导致的工程建设质量问题。设计缺陷，因片

面理解相关规定，不合理规划设计或者地勘因素而导致

的工程建设质量问题。违规施工，因擅自更改工程施工

程序、变更施工方案，甚至偷工减料而导致的工程建设

质量问题，以及工程推进不力，严重延误工期等问题。

监管失位，因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管

理缺位、监督不力、执法不严而导致的工程建设质量问

题。违法乱纪，对工程建设方虚增工程量、套取项目建

设资金等行为严肃追究，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涉嫌收受

红包礼金、权力寻租、利益输送、贪污腐败等问题严查重

处。机制疏漏，因工程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方面的制度缺

失、机制不健全而导致的工程建设质量问题。

《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对辖区

或职责范围内重点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情况进行全面排

查、梳理，就项目建设质量、属地管理责任、业主单位监

管情况、部门验收审计情况作出客观评估重点领域工程

建设项目自查评估，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同时，区纪委监委将组织专门力量对本次专项治理

范围内重点领域工程建设项目质量进行重点核查，将紧

盯工程建设项目中的质量问题，严格倒查质量问题背后

的失职失责、违纪违规和贪污腐败等方面问题，严肃追

究法律纪律责任并公开通报曝光。坚持“自查从宽、被

查从严”，对自查出的质量问题且及时有效整改的，对主

动向区纪委监委说清情况和问题的，对责任人和当事人

可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处理；对自查过程

中敷衍应付、遮遮掩掩甚至弄虚作假的，对不忠诚、不老

实、抱侥幸心理试图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坚决一查到

底，从严从重惩处。

安居全面提升汽摩产品质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今年以来，安居区围绕

汽摩产品“一企一策、标杆带动”的思路，精准发力，为推

动汽摩产品质量提升提出了具体办法。

据悉，区政府专门出台《开展汽车摩托车制造产品

质量品牌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未来几年汽摩

产品提升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将任务细化、责任分

解，实现了汽摩产品质量提升行动的可操作性。同时，

安居与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开展质量提升项

目，组建专家团队对江淮、丰科、讴神、力扬四家汽摩企

业试点开展“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和指导，通过“专家巡

诊”的方式对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实施诊

断并出具诊断报告。通过项目实施，帮助参与企业发现

生产管理、设计研发、发展规划方面的短板，促进整个产

业链的质量管控能力和制造水平明显提升。

区质监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该部门将安居

汽摩产品质量提升行动中的经验和成效在其他领域和

行业逐步推广，最终实现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