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安居城 新型工业区时政新闻02 2018年8月2日 星期四
编辑：王超 组版：席静

一周要闻

潘昀带队检查督导全区疫苗安全工作

不断强化管理
保证全区疫苗使用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

件发生后，为保证全区疫苗使用安全，7 月 28 日，副区长潘昀

带领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前往各卫生单位检查督导免疫规

划和疫苗管理相关工作。

在检查中，潘昀发现各单位一类疫苗均采用系统配送、

二类疫苗实施区疾控中心统一采购集中配送，均无私下自行

采购行为发生；冷链设施设备运行正常，疫苗管理环境良好；

疫苗院内管理制度明确，均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疫苗运行

情况良好，未发现使用过期、劣质及不合格疫苗现象。

潘昀要求，各单位要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按要求和规范

落实整改，务必保证在三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区卫计局要

组织及时展开“回头看”专项检查，强调整改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务必保证各单位按照相关文件和制度要求；要不

断强化管理，持续改进提升，确保免疫规划工作健康可持续

发展。

潘昀督导区人民医院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
目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项目建设安全稳步推进
本报讯（卢麒远 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副区长潘昀

带领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前往区人民医院督导医院住院综

合大楼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

潘昀深入住院综合大楼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

程进度以及安全施工等情况，详细听取医院建修领导小组关

于场平开挖线以外高边坡存在的安全隐患的情况汇报。

听取汇报后，潘昀对医院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肯

定，认为医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真正形成了

“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科室主动抓”的工

作格局。潘昀强调，区人民医院领导班子要全面严格落实区

委、区政府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安全工作监管，做

到警钟长鸣，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

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安全生产总要求，确保项目建设安全稳

步推进，同时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

在安居区开展的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的 10 件事”活动中，“城乡垃圾”也被列

入其中。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区城管

执法分局高度重视，结合区委、区政府下

达该局民生三项实事任务，专门成立了

工作领导小组，抢抓进度，目前各项工作

均取得实质性进展。

城乡垃圾清运再添措施

区城管执法分局不断抢抓垃圾压缩

中转站建设进度。争取到国开行贷款资

金 1 亿元，主要用于新建垃圾压缩中转站

24 座，其中城区 4 座、乡镇 20 座，并配套

购置垃圾压缩箱体，垃圾转运车辆、垃圾

斗、垃圾桶、吸污车等设施设备。

截至 7 月底，已完成 24 个垃圾压缩中

转站的项目选址、用地预审、用地调规、

征地及青苗补偿、环评、安评、水土保持

评估、地勘、设计、图审、造价、财评、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前期工作。已完成 24
个垃圾压缩中转站监理招标和土建施工

招标。

记者了解到，这 24 个垃圾压缩中转

站已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大安乡、磨溪

镇、东禅镇、安东大道、凤凰大道、玉丰镇

6 个乡镇垃圾中转站已完成主体工程建

设，并已通过主体验收，8 月 1 日，东禅镇

垃圾压缩中转站接受了竣工验收。横山

镇、三家镇、拦江镇、步云乡、新安东路、

白马镇、分水镇、石洞镇、观音镇、中兴

镇、保石镇、新安北路 12 个垃圾中转站已

办理开工许可证，正在实施主体工程建

设。聚贤镇、莲花乡等 2 个中转站已通过

现场勘验，即将办理出开工许可证。常

理镇、西眉镇 2 个垃圾中转站已完成场

平。马家乡中转站正在场平。会龙镇中

转站设计变更正在财评。24 个垃圾压缩

中转站配套的设施设备正在编制采购方

案 ，即 将 进 入 采 购 程 序 。 该 项 目 计 划

2018 年底前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

推进城乡垃圾治理PPP模式进程

今年，市政府七届 25 次常务会议通

过了《遂宁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市统

一打包建设运营 PPP 项目实施方案》和

《遂宁市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全市统一打

包建设运营 PPP 项目实施方案》，安居区

也将积极推进城乡垃圾治理 PPP 模式，

意味着下一步社会资本将进入安居城乡

垃圾处理工作 .
区城管执法分局局长谭友林认为，

运用 PPP 项目统一打包建设，有利于社

会资本弥补项目运行的资金难题，推动

城镇污水处理和城乡垃圾收运体系改

造升级。

据了解，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积极配

合市住建局、市财政局，力争全市城乡生

活垃圾清运统一打捆 PPP 模式 2018 年底

前入驻安居。在社会资本方成功引入

后，按照计划，安居区城乡垃圾治理工作

社会资本方将再行投入资金约 1.5 亿元，

到时全区城乡环卫体制落后、设施不足、

群众投诉垃圾转运不及时的现象将得到

根本性解决。

全力做好农村垃圾收集转运

在新建垃圾压缩中转站投运之前，区

城管执法分局整治办将各乡镇垃圾清运

纳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实行

“一季度一考核评比”。要求各乡镇对现

有的简易垃圾中转站落实专人管理。做

到早晚 2 次喷药灭蝇，聘请专业的病媒生

物防治公司进行专业病媒生物的处理。

同时，该局环卫所要求意佳源环境卫生

服务有限公司每 3-5 日一次对各乡镇垃

圾堆放点进行彻底清运，并将公司作业

情况与绩效挂钩，实行每月考核，发现一

次转运不及时直接扣除作业公司清运费

用 1000 元。通过一系列措施，群众反映

垃圾转运不及时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据介绍，安居区“厕所革命”也正有

序开展。今年，区城管执法分局将牵头

实施城市新建公厕 5 座、改建公厕 18 座，

乡镇新建公厕 10 座，改建公厕 28 座的任

务。其中城区新建 5 座公厕已全面拉开

建设；乡镇新建 10 座公厕中西眉镇天台

村、玉丰镇拦河村、会龙镇静严村、常理

镇白象村 4 个公厕已完成建设；七彩明珠

1 个公厕正在建设中；安居镇苹果湾社

区、拦江镇五琅坝村、常理镇白象村 2
组、常理镇大洞村 9 组、聚贤镇龙亭山庄

5 个公厕已进入前期准备工作中，预计今

年底完成建设。城区改建公厕 18 座、乡

镇改建公厕 28 座，该局已和区住建局、各

乡镇共同确定了点位，完成了资金预算

方案的编制，正报请区人民政府研究。

同时，该局通过与省治理办衔接，争取到

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资金 100 万元，

用于城区环卫设施设备的采购，目前已

完成采购方案的编制，正在送区财政评

审，采购项目力争今年 10 月底前全面完

成。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四川力扬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生产蓄电池及其配件的企业。近年来，

公司投入上千万元资金，在每个车间都

配置了废气处理设施，并在厂区单独配

置了污水处理站，实现治污达标。

据力扬工业公司环保安全经理郑维

均介绍，目前公司除 8 台铅烟铅尘处理器

外，还配备有 3 台硫酸雾处理器，污水处

理站每小时处理 20 吨工业废水，每天能

够处理 480 吨。下一步，公司还将逐步淘

汰老、旧的环保设施设备，增添新设备，

进一步增强公司废气废水处理能力。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安居区城管执法分局推进城乡垃圾清运工作

给城乡垃圾找一个“好归宿”

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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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

本报讯 7 月 31 日，在“八一”建军节

即将来临之际，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

张雷带领区人武部、区民政局深入部分

乡镇开展退伍军人慰问活动。

张雷一行先后在横山镇、常理镇、观

音镇走访慰问了聂兆成、尹开文、罗发

山、马治丙等退伍军人。慰问中，张雷与

他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

产生活情况，并一一送上慰问金和生活

用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

上。张雷叮嘱随行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

好各项优抚政策，尽力帮助解决退伍军

人各种困难。

张雷指出，退伍军人为国家安全、国

防建设、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军队退伍人员

能够继续为促进地方稳定，保持地方和

谐，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各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真心实意为

军队退伍人员解难题、办实事，让他们充

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戴广伟）

杨敏 聂洪

本报讯 8 月 1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杨敏，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

率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慰问活动先后走访慰问了武警三中

队、楼房沟公安检查站、区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慰问中，杨敏、聂洪同官兵们亲切

交谈，并送上了慰问金和生活物品，向全

体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并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训练情况和工

作情况，对他们多年来恪尽职守所取得

的成绩表示感谢。

杨敏指出，要感谢全体官兵对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望

全体官兵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居的经

济社会发展，为安居各项事业发展再立

新功，积极投身到地方经济建设中，特别

是在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参与地方经济建

设和社会事业管理等方面，为安居经济

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

献。 （戴广伟）

张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30
日，区人武部政委张国前往三家、大安等

多个乡镇看望慰问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和

退伍军人，为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

在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冯光珍家中，

张国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希望他们保重

身体，并叮嘱当地党委政府要积极作为，

一如既往地关心关爱军人家属。

今年 80 岁的杨顺义是一名退伍军

人，在他家中，张国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

状况和家庭情况，了解实际困难，并为他

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物品，向他致以节日

的问候，感谢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

贡献。同时嘱咐相关负责人要多关心退

伍军人，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让

他们安度晚年。

当天，张国还看望慰问了伤残退伍

军人唐坤余。

潘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在“八

一”建军节前夕，7 月 31 日上午，副区长

潘昀前往凤凰街道、柔刚街道开展“八

一”慰问活动，亲切看望慰问了复员军

人、退伍军人、军属等，为他们送上了慰

问金和慰问品，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良好的祝愿。

今年 81 岁的的曾大成，曾参加过朝

鲜战争，孙儿在他的影响下，今年也即将

光荣参军入伍。潘昀对老人的家庭氛围

进行了盛赞，对曾大成为国家所做的贡

献表示感谢，并叮嘱随行的干部平时要

多关心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度幸福晚

年。

在柔刚街道书沟院社区，潘昀与现役

军人魏星的母亲刘秀蓉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她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等情况。

了解到魏星在部队多次立功，潘昀对他

表示敬仰，称赞刘秀蓉教育出了一个优

秀的儿子，扎根驻地，心系人民，积极支

持和参与地方建设，在历次急难险重任

务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为地方发展稳

定，为维和做出了重大贡献。潘昀称，魏

星不仅仅是他家的骄傲，也是安居的骄

傲，希望刘秀蓉放心让孩子在部队继续

提升，进一步提升能力素质，出色完成好

各项任务。

潘昀希望，复员军人、退伍军人要一

如既往地支持地方建设，为地方建设和

经济发展积极出谋划策，贡献自身力量，

永葆革命军人本色。

区城管分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在“八

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区城管分局于

7 月 30 日下午组织全局转业、复员、退伍

军人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区城管分局相关负责人

与全局老兵亲切交流，倾听老兵的心声，

听取老兵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建议。会议

要求全体老兵讲政治，要坚定拥护党的

领导，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造谣、不信

谣、不传谣。要讲规矩，要严守党规党

纪、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服从局党组的

工作部署，落实好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要讲奉献，不谋私利，不计个人得失，以

饱满的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发扬革命

战士“退伍不褪色”精神，努力当好城市

管家。

会议希望，各位老兵要发扬军人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面对骄阳

似火毫不退缩，战高温斗酷暑，坚守城市

管理一线不放松，做好店外经营、流动商

贩、私搭乱建、户外广告、露天烧烤等城

市管理工作，全力抓好宣传工作、市容市

貌整治、私搭乱建管控、户外广告规范、

露天烧烤查处等工作，为大美安居建设

贡献城管力量。

安居镇

本报讯 7 月 31 日上午，在“八一”建

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安居镇邀请优秀退

伍军人参加座谈会，向他们送上节日的

祝福和慰问。

会上，镇党委政府向全体退役军人

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同时对他们为保

卫国家做出的奉献致以崇高的敬意，随

后对参与座谈会的老兵、退伍军人进行

了现场慰问，并祝愿他们身体健康、家庭

幸福。

会后，退伍老兵纷纷表示，他们曾在

部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退伍后也将继

续发挥余热，传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

统与作风，保持自身良好形象，为部队增

光。

通过走访慰问，安居镇进一步加深

了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在全镇形成了

浓厚的“双拥”氛围，真正让现役军人、复

员军人及军属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

爱。 （郑捷）

“八一”慰问送温暖 共叙军民鱼水情

（紧接01版）要严肃追责、逗硬处理。组建专班专人，综合运

用督办、约谈、曝光等手段，传导压力、倒逼落实。要举一反

三、完善机制，全区上下要加快探索建立环境问题整改的长

效机制，逐步让整改工作迈入科学化、制度化、常态化轨

道。要正视问题，补齐短板、立足长效，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和更实的工作作风，压实责任、加大投入，以改善环境质量

为核心，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确保全面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遂宁

贡献安居力量。

建立环境问题整改长效机制
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完善环保设施
打造绿色工业

安居区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

让职工度过清凉舒适的夏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确保广大职工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7 月 31 日，安居区

2018 年“夏日送清凉”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朱昌建带领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凤凰半岛三期

项目部、旧城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和阿宁食品，看望慰问了

奋战在一线的职工，为他们送去了防暑降温物品。

每到一处，朱昌建一行都为酷暑中坚持奋战在一线的职

工送上装有菊花、毛巾、藿香正气液等防暑降温物品的清凉

礼包，并亲切地与他们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

况，感谢他们在高温下仍然坚守工作岗位，反复叮嘱他们在

做好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受慰问的职工对区委、区政府的亲切关怀表示感谢，纷

纷表示一定发扬工人阶级不怕苦、不怕累、顽强拼搏的精

神，为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居做出自己的贡献。据了解，下

一步，区委、区政府将继续为其他奋战在一线的职工送上慰

问，让大家度过一个清凉、舒适的夏天。

安居区开展基层联合执法安全生产大检查

确保安全生产 杜绝安全事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7 月 31 日，区食药监局组织

执法人员前往白马镇，与白马镇食药所联合中兴镇食安办、

中兴镇派出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辖区的业户进行安全

生产大检查，确保辖区安全生产。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涵盖中兴镇的食品生产单位、餐饮

服务单位、食品流通单位，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及使用单

位。重点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有无超范

围、超能力生产经营行为；检查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安

全生产管理基本制度落实情况，是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

管理人员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员职责；检查学校食堂及校园

周边的食品经营企业，加强对有营养餐学校食堂的监管，防

止出现群体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检查药品经营企业是否严

格按照 GSP 要求进行药品质量管理。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详

细记录，及时通知各责任单位、责任人限期整改，消除隐患，

确保责任落到实处，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