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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营造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11 月 26
日，第五届中俄工程技术论坛专家组来

到我县，考察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

开展中俄工程技术交流。中国科协副主

席李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宇航学

会、中俄有关科研机构、企业学会和专家

以及省科协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考

察活动。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晖，县委副

书记、县长张韬，副县长欧玉平等领导陪

同考察。

中俄工程技术论坛专家组先后参观

了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绿鑫公司、

云制造等企业，观看园区专题片，听取西

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总体情况以及发

展规划等情况介绍，重点对我县西部国

际技术合作产业园新技术、新材料、新能

源等方面的研发、技术应用以及产品等

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据介绍，西部国际技术合作产业园按

照“科研引领、产业集成、NCC 服务支撑、

产城一体”的发展思路，以“企业主体、政

府引导”的运行模式，以国际国内产业尖

端人才为项目和技术支撑，以创新的合

作模式和金融产品为项目的资金支撑，

以创新的服务体系为项目的后勤和市场

支撑，全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技术及应用、现代装备制造及应用

三大产业集群和产业链。

在第五届中俄工程技术论坛专家招

待晚宴上，罗晖、张韬在致辞中表示，将

继续坚持开放合作，以良好的发展环境、

投资环境，建立与保持和俄罗斯科技界

的常态化、多方位的学术交流机制，引领

技术创新，聚焦探索、开拓中俄两国在航

天领域未来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交流

与合作。

据悉，在当天的行程中，中科协专家

组还对我县天齐锂业院士专家工作站进

行了调研，同时希望天齐锂业要突出产

学研深度结合和高标准平台建设，与更

多相关产品企业的对接，在锂电池研发

生产方面进行广泛合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11 月 26 日，市委常委、副

市长罗晖来到我县调研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副县长蒋桂彬

及市科知局、市农业局及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调研。

罗晖一行先后对我县沱牌镇黄家堰可士可原料标准种

植基地、沱牌镇青岗村产业扶贫标准基地和瞿河乡保全村

有机柠檬冷藏加工厂、瞿河乡高家沟村柑橘产业水肥一体

示范基地以及我县创新创业中心和五斗米农产品精深加工

厂进行了调研，通过现场听取汇报，在充分调研的同时为我

县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想办法找路子。

在沱牌镇黄家堰村和青岗村，罗晖要求基地相关负责

人要多学习借鉴先进生产技术总结提炼适合自身发展的技

术，争取将黄家堰村的柑橘产业发展成为全市柑橘发展示

范展示点。青岗村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的运用，结合电

商平台与遂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并行发展。

在瞿河乡保全村有机柠檬冷藏加工厂和高家沟村柑橘

产业水肥一体示范基地，罗晖要求，要做好产品质量，做好

品牌包装，争取将射洪的柠檬远销国外。

在对高家沟村“不知火”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解后，罗晖

希望我县进一步扩大规模种植，适当条件可在多个村推

广。要把柑橘研究所作为支撑农业科技园区的重要支撑

点，在抓好特色产业的同时精心打造生态环境，提升环保条

件，让射洪成为生态环保好标杆。

在射洪双创中心建设现场，罗晖查看了射洪双创中心

展板，为中心的建设出谋划策，并要求我县要有超前性的规

划，多学习借鉴遂宁的物流港创业小镇等先进展示理念，把

一、二、三产业的项目和思路等做好充分展示，以展览体现

辐射的引领作用。

随后，罗晖一行还参观了五斗米农产品精深加工厂，对

公司生产销售情况，发明专利等进行了解，并要求公司要进

一步掌握好发展趋势，提升青年竞争力，严格原料采购，创

新发展、积极拓宽销路。

本报讯（罗渐锋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正值东岳乡桐梓

沟村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11 月 26 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孝富一行到村督导脱贫攻坚工作。

李孝富一行首先来到贫困户任华珍、杨寿善家中走访

慰问，嘘寒问暖，详细了解贫困户的生活情况，勉励他们要

在党委政府的带领下和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坚定信心、鼓

足干劲，用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在听取射洪县行政审批局派

驻桐梓沟村第一书记对驻村工作队近期工作情况汇报后，

李孝富指出：全体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工作队要以“查问题、

讲担当、提效能”作风整治行动为契机，将作风建设贯穿到

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坚持高标站位、扛稳责任，积极主动

作为，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措施，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最大限度地提升贫困群众的脱贫率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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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晖调研我县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为产业创新发展想办法找路子

李孝富一行到东岳乡督导脱贫攻坚工作时要求

将作风建设
贯穿到脱贫攻坚全过程

11 月 10 日，瞿河乡板板桥村党支部

书记罗玉兰和村两委干部来到县住建

局，把一面写着“为民排忧情深似海 脱贫

攻坚鞠躬尽瘁”的锦旗送到了县住建局

机关党委书记江伟手中，感谢县住建局

长期以来对板板桥村的帮扶和支持。

短短的 16 个字饱含着全村群众的浓

浓谢意。作为省级贫困村，板板桥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64 户 201 人，在各级党

委政府和市县帮扶部门的共同帮助下，

该村于 2016 年底通过了省级验收，围绕

“脱贫不脱钩 致富不返贫”的目标，县

住建局继续巩固提升帮扶工作，实现了

集体经济持续壮大，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争取项目资金
解决“群众最不满意的事”

在板板桥村 7 组，九旬高龄的贫困户

杨子莲老人曾经对家门口的一截“断头

路”十分不满意，和她有着同样感触的几

位村民把问题反映给了村里和乡里的干

部。

“路是泥巴路，桥是水泥管，下雨天

根本出不了门。”杨子莲患有慢性病，加

上年龄大了腿脚不便，最大的愿望就是

把路修好，把桥架好。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县住建局班子成员来到现场实地踏

勘，并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在 2018 年

春节后便开始动工修建。经过几个月施

工，一条 700 多米长的入户水泥路和一座

5 米长的便民桥在雨季到来前全面建成，

极大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不仅方便了

出行，还为产业发展铺好了路，我们大家

都满意。”在地里除草的村民王德明说，

路和桥不仅让贫困户了却了心愿，也让

附近的非贫困户受益。

改善基础条件
贫困户安居安心

在帮助解决板板桥村 7 组的路和桥

问题的同时，县住建局举一反三，继续对

该村其他组道路、入户路进行了踏勘。

今年以来，县住建局多次组织局干部、村

镇股、质安站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

组到板板桥村，对贫困群众住房全面排

危检查。

“感谢党的政策和这些好干部，对我

的帮助太大了。”板板桥村 4 组贫困户肖

坤淑已经八旬高龄，长期独居，生活非常

不便。在驻村帮扶工作中得知老人屋顶

漏雨，县住建局帮助她对屋顶进行了增

高和加固，如今肖坤淑家再也没漏过雨，

老人逢人夸赞党的政策好。

在板板桥村 4 组，新建的 120 米组道

路改造已经完成了路基开挖，预计年底

前将完成硬化。据了解，县住建局还帮

助该村其他组拓宽了组道路共 1200 多

米，整治排灌两用渠 550 米，新建垃圾池

3 口，为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助力产业发展
群众集体“双增收”

在板板桥村柠檬种植基地，金灿灿的

柠檬挂满枝头 ,香飘满园。贫困户高龙明

正在帮助基地采摘鲜果，货车装了一车

又一车。

“土地流转 600 元一亩，在基地打工

50-80 元一天，靠着这两笔收入，我一年

可以挣到 1 万元以上。”高龙明说，和他一

样的贫困户还有许多，长期在基地务工

让很多人都成为了柠檬种植和管理的能

手。

柠檬产业是板板桥村成熟产业，目前

全村引入业主金柠公司已种植 1200 多

亩，县住建局帮助村里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为产业发展打牢基础。在帮助发展

主导产业的同时，该局还通过免费赠送

鸡苗和种养殖技术、以购助扶回购农副

产品等方式，鼓励贫困户掌握种养殖技

术，提高大家的增收能力，今年以购助扶

的交易额已达 4 万多元。

“去年以购助扶后，贫困户的积极性

很高，今年大家的肉牛、土鸡、土鸭都养

得很不错。”在板板桥村办公室，干部罗

玉兰正和驻村工作组一道商量将于下个

月初举行的大型以购助扶活动。

“月初，县住建局近期又动员爱心企

业捐资 20 万元，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我们通过召开村民大会研究，决定建

一个规模化养殖基地。”罗玉兰告诉记

者 ，目 前 板 板 桥 村 贫 困 户 年 收 入 均 在

4000 元以上，村集体收入达 8 万元，村集

体经济比 2014 年验收时增加了 2 万元，

帮扶工作的成效正在显现，预计明年村

集体收入可达 10 万元。

（全媒体记者 刘洋）

县住建局“脱贫不脱钩”脱贫不脱帮扶

锦旗背后的扶贫故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11 月 28
日，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九次

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税

清亮，副主任曾东升、张朝书、蔡诚银、贺

华荣等全体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

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

办理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

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情况的报告；县人

民政府关于 2017 年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

改情况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批准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县人民政府关于提

请审查批准 2018 年财政收支预算调整

（草案）的议案，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县人

民政府关于现代林业产业发展和资源管

护工作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宗教事

务条例》执法检查的情况报告。

会上，税清亮作了讲话。针对县政府

对 2018 年县人大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情

况，他要求，“一府一委两院”要进一步深

化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建议意见办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办理质量；要回

应群众期待，坚持开门办理，加强跟踪监

督，提高办理落实率。

针对 2017 年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

情况，税清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整改落

实力度，加大建章立制力度，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针对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

额，他要求，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充分

发挥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资金

使用监督。针对 2018 年财政预算调整，

他指出，要严格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约

束，积极推进绩效预算。

针对现代林业产业发展和资源管护

工作，税清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精

品产业，要与乡村振兴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起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要积极探

索，深化林业改革，多措并举，提升管护

水平；要加大投入，强化队伍建设，做好

人员专业技能培训，提高林业管理和经

营水平，促进我县现代林业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针对我县贯彻实施《宗教事物条例》

的情况，税清亮强调，要深化认识，高度

重视，增强贯彻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的主

动性；强化宣传，积极引导，推动宗教界

形成学法、守法、用法良好氛围；健全机

制，形成合力，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加强

管理，疏堵结合，注重宗教活动场所的规

范管理。希望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提

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宗教工作实践、解

决宗教领域问题的水平，切实做好新时

代宗教工作。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组

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宗教

事务条例》。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彬，县政

府副县长欧玉平、何小江，县政协副主席

胥旭东，县人民检察院院长段雄，县人大

常委会机关科级以上干部，以及县直有

关部门负责人，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列席

会议，2 名公民代表旁听了会议。

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九次会议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李晓玲）11 月

27 日，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到洋溪镇督查

指导脱贫攻坚工作，为迎省检做好前期

准备工作。县政协秘书长杜敬华参加督

导。

李晓曦先后来到罗家坝村、岱钦村，

查看扶贫软件资料，入户走访贫困群众，

并与镇、村干部交流，详细了解了帮扶工

作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

李晓曦指出，镇村干部要从思想上高

度重视，下足“绣花功夫”，再次查漏补

缺，对标补短，对贫困户信息再次进行细

致核查，严格按照标准完善软件资料；要

教育引导村民打扫好室内外环境卫生，

规范整齐摆放生活物品，养成好习惯，形

成好风气；要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工

作中，多与贫困户、非贫困户拉家常、话

政策，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积极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确保顺利通

过省级脱贫攻坚验收。

“感谢农业局的帮扶干部，我一早

宰杀黑猪一头，现场销售收入近 3000

元。”11 月 24 日，县农业局在万林乡中

和村开展的“以购助扶”活动现场，贫

困户王宗武高兴地说。在村办公室院

坝，贫困户将自己家中生产的白萝卜、

莴笋、白菜、菠菜等蔬菜，鸡、鸭、鹅等

活禽以及禽蛋等农产品积极售卖，干

部职工踊跃购买各类农产品。

据了解，当天县农业局共有 30 余

干部参加活动，购买了 20 余户贫困户

的农产品，销售额达 10000 余元。

（杨佩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李晓曦督查指导洋溪镇脱贫攻坚工作

下足“绣花功夫”再次查漏补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11 月 27
日，我县召开县直机关“查问题、讲担当、

提效能”作风整治行动代表委员监督工

作第一次质询会。县委副书记袁渊出席

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杜胜主

持会议。

“目前城区多条道路都在建设，给市

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请问相关部

门，是否有科学合理的建设制度，是否严

格按照制度执行？”“请问有关部门，如何

解决市场垃圾堆积未清理的现象？”会议

重点围绕 2018 年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

和前期作风督查突出问题，根据两代表

一委员前期参与作风督查和平时履职监

督中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现场提问，县

社保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教体局等

被质询单位针对问题现场作答。

袁渊认为此次质询会达到了预期目

标，对会议效果表示肯定。针对下一步

工作，袁渊指出，要进一步认识作风整治

行动的意义，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

性基础性工作来抓。要进一步抓好问题

整改，确保活动取得实效，要及时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进行甄别梳理，同时进一步

加强对整治活动的宣传。要进一步加强

督查监督，确保活动不走过场，充分发挥

督查监督力量，实行定期跟踪督办制度，

并要求其及时报送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和

活动信息，促进整治有序开展。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

潘化荣，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曾东升，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胥

旭东出席会议。

我县召开县直机关“查问题、讲担当、提效能”作风整治行动代表委员
监督工作质询会

抓好问题整改 促进整治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