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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纪委监委开展受处理党员干部后续教育

让“跌倒”的同志再“站起来”

安居区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坚决打赢非洲猪瘟疫情“狙击战”

区人民医院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全力构建人民群众满意医院

02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12 月

4 日，安居区启动 2018 年宪法宣传周暨全

国法制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全区 30 余个

区直单位及社会各届群众共计 500 余人参

加。区委书记、区长管昭出席并宣布活动

启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邓立，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杨敏，副区长、区公安分局

局长聂洪，区政协副主席周胜勇，区人民

法院院长何宪法，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

成虹出席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尊崇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

用宪法”。

杨敏在启动仪式上致辞，阐述了学习

宣传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安

居区开展国家宪法宣传周暨全国法制宣

传日集中宣传活动，就是要集中开展宪法

学习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全面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为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启动仪式结束后，管昭一行来到各单

位宣传点巡视指导工作，并向过往群众发

放法制宣传资料，深受群众欢迎。 巡视

中，管昭指出，全区上下要把树立宪法权

威作为推进依法治区的一项基本任务，深

入学习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

治和宪法实施的根本保证，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教育引导一切组织和

个人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把贯

彻 实 施 宪 法 法 律 贯 彻 于 一 切 活 动 的 始

终，让真心拥护宪法、真诚信仰宪法、真

正用好宪法成为全体干部群众的自觉行

动；要发动全区单位和群众共同参与到

活动中来，加大全面普法力度，通过开展

系列普法活动，更加牢固树立宪法法律

权威，更加强化厉行法治理念，更好地促

进法治安居建设。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

安居区将加大普法力度，用群众语言和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宪法法律知识，深

入乡村、社区和学校等开展法治宣传活

动，在全区范围营造宣传宪法的浓厚氛

围，打造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社会环境。

走在琼江大地上，无论是大街小巷的

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还是文明礼让志愿

服务的暖心画面；无论是城市环境全方位

治理，还是基础设施完善，安居区始终坚

持文明城市建设，努力提升城市综合发展

水平及文明程度，变“要我创”为“我要

创 ”，努 力 让 文 明 在 城 市 在 安 居 落 地 生

根。如今，走在安居的大街小巷，随处可

以感受到学文明、讲文明、促文明的浓郁

风气，根植黄峨文化的精神沃土，文明之

花的绽放正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城市的进

化和发展，加速美丽繁荣幸福和谐安居建

设，也为市民带来了更多实惠。

向老城区乱象开刀
全方位治理城市环境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

重点在于“软硬结合”。“软”是城市发展的

文明程度，“硬”是城市的管理水平。

安居区作为遂宁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始终把创城工作与城市环境全面提升相

结合，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相结合，紧盯

测评体系重点任务，集中发力，全面推进，

解决了许多影响城市文明的顽固性、显见

性问题。

2018 年，安居区着力改善沿街市容市

貌，靓化背街小巷环境，其中主次干道、背

街小巷等重要场所是整治重点。安居区

各部门重拳出击，重点整治辖区主次干

道、主要商业大街等公共场所的流动摊

点、店外经营和占道经营行为；督促沿街

单位、门店严格落实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

区制度，确保沿街立面及路面无乱张贴、

乱涂乱画、乱设广告牌现象，经营性公共

场所无乱搭建、乱摆摊、乱占道、乱晾晒、

乱堆放、乱泼污水现象；保证辖区绿化管

养到位，沿街绿化带内无垃圾、无烟头，无

损坏花草树木现象；进一步规范整治沿街

占道洗车、油烟污染等行为；清理早餐车、

书报亭乱堆乱放、乱贴乱挂、脏污破损、违

法设置广告等问题。

同时，安居区对区域内路面较窄、无

公交车通过的街巷进行了全面整治，积极

提升背街小巷整体环境与秩序，确保道路

畅通干净整洁；重点整治路面坑洼积水、

排水设施不完善、路灯破损、占道经营、乱

泼污水、“僵尸车”长期占道、乱搭乱建等

突出问题，确保辖区环境干净卫生，并结

合背街小巷提升改造工作，挖掘和拓展绿

化空间，大力提升绿化品质，把园林美景

建在市民身边，实现“还绿于民”。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惠民硕果成就幸福之城

基础设施建设是创建文明城市的硬指

标、硬任务，也是创建过程中难度较大的

工作。

打开安居区城市建设蓝图，随处可见

如火如荼的重点项目工地。近年来，安居

区大力推动城市路网建设，启动了交通

“三年大攻坚，共筑幸福路”行动，已投资

12 余亿元，改造提升县乡道路 120 余公

里，新建通村水泥路 240 余公里。此外，安

居区以“交通+生态+旅游”的建设发展模

式，以莲花湖即麻子滩水库为核心，建设

精品旅游公路，2018 年正在启动建成环湖

快速路 31 公里、全程马拉松骑游步行道

42.195 公里。

目前，安居区骨架路网已基本形成。

据了解，2018 年， （紧转02版）

安白路工程快速推进

连日来，安居区开启“安白路”建设

加速攻坚模式，全力构建“四射三联”快

捷交通体系，实现“半小时经济圈”。“安

白路”道路建设项目涉及安居、石洞、白马

3 个乡镇，全长 13.38 公里，路基宽 12 米，由

于地形独特，山高沟深，共包含涵洞施工

42 个、桥梁施工 5 个。

据了解，作为“3+4”道路建设收尾工

程，“安白路”建设项目将于 2020 年 3 月

中旬完工通车，届时，将在构建联通 21 个

乡 镇 的“ 四 射 三 联 ”快 捷 交 通 体 系 的 同

时，大大缩短石洞、白马等沿线乡镇到安

居城区的距离，真正使石洞、白马等乡镇

融入安居“半小时经济圈”。图为施工现

场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摄

安居区坚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

山”两手抓，持续开展扬尘污染、餐饮油

烟、“散乱污” 企业等专项治理，重拳出

击，标本兼治，严格执纪问责，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

宣传
让环保理念入脑入心

“已被中国绿色标志认证委员会认证

的环保产品有低氟家用制冷器具、无镉汞

铅充电电池、节能荧光灯等。这些产品上

均贴有‘中国环境标志’的标记。”12 月 4
日，在安居区法制集中宣传日当天，安居区

环保局在现场给群众开展环保法制宣传活

动。宣讲人员针对建筑扬尘、垃圾处理等

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详细

讲解《环境保护法》相关内容，强调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呼吁广大群众要从

自身做起，保护环境，共建美丽家园。

不仅在法制集中宣传日宣传环保，安

居区相关部门还来到各自负责的环保领域

进行宣传，切实营造“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

美丽安居”的浓厚氛围。同时，安居区还开

展环保宣传“七进”活动，邀请专家“会诊把

脉”，充分运用微信、微博、LED 显示屏、环

保宣传栏等载体，加强对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宣传，让环保理念入脑入心。

整治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今年，安居区开展了扬尘污染、餐饮

油烟、建渣弃土车辆、秸秆禁烧、“散乱污”

企业、机动车排放等专项治理，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位于滨江路的一家餐饮

店因餐饮油烟排放不达标被责令限期整

改。日前，记者跟随相关部门来到该餐饮

店，整改后的厨房焕然一新，并安装了油

烟净化装置。

记者了解到，安居区首先对全区餐饮

业集中开展地毯式排查工作，督导检查城

区油烟净化器的安装、使用情况，对于未

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业主送达了《责令

限期整改通知书》，在限期之内未能安装

油烟净化设施的，责令休业整顿。同时，

对已经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能正常使用

的经营户逐一进行销户。目前，全城区累

计完成油烟进化设备安装 198 家，完成率

占总数的 88%。

“我们之前确实做得不规范。通过执

法人员的政策宣讲、环保指导，我们意识

到了环保优先的重要性。”该餐饮店负责

人吴先生说，目前餐饮店已按要求完善环

保设施，今后一定会按照环保要求生产经

营。

2018 年以来，该区认真贯彻落实中、

省、市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决策

部署，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

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并制定出台《关

于开展餐饮油烟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关于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等规范性文件， （紧转02版）

安居区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确定66名安居区人民陪审员名额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11 月 29 日，安居区第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

会议通过了《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法院关于提请确定人民

陪审员名额数的议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

审员法》及《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相关规定及要求，根

据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三倍之规

定，并考虑员额法官增加及案件数的增长等情况，遂宁

市安居区人民法院研究并报请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核通过，经提请遂宁市安居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确定遂宁市安居区人

民陪审员名额数为 66 名。

区政协召开党建工作专题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遂）昨（12 月 5）日，区政协

召开党建工作专题会议。区政协主席李劲，副主席陈忠

良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学习《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

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彭清华同志在全省政协

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柯尊平同志在全

省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讨论

关于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开展问题。

李劲指出，要充分认识政协系统的党的建设工作的

重要意义，着力把加强政协机关党的组织建设放在首

位；要牢固树立三个意识，牢记党员、委员使命，激励党

员中的政协委员带头和带动作用；要有回到一线工作的

意识，调整心态，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责任担当，严格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确保责任落到实处；要对标中、

省、市要求，抓好任务落实，凝心聚力，推动党的建设工

作落实落地，争取成为全市政协系统标杆。

安居区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安居区启动 2018年宪法宣传周暨全国法制宣传日集中宣传活动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更好促进法治安居建设

安居区全面推进全国文明城市迎复检工作

城乡涌动文明潮 处处开满幸福花

——学习贯彻市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安居区纪委监委

开设“大喇叭”教学
唱响廉政“好声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以前不知道，现在

知道了。尤其是‘大喇叭’不定期通报的那些典型案例

给我警醒特别深，一定要严守纪律、管好自己。”近日，安

居区一名村干部听完广播后感慨颇深。

自“清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安居区纪委监委更加

注重下移教育关口，紧盯村“三职干部”，将党纪法规融

入理想信念教育，将“微腐败”典型案例融入警示教育内

容，通过农村“大喇叭”平台，定时播报集中整治“微腐

败”工作动态和开展“廉政教育课”，将廉政教育延伸到

田间地头，从而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实现

党风廉政教育全覆盖、不断档，唤醒基层党员干部的法

纪意识。

据悉，安居区纪委监委通过覆盖全区 471 个建制村

的村村通广播系统，开设“大喇叭”教学，通过“专题解

读+案例剖析”模式在广播中宣传纪法知识，解答干部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引导基层党员干部明规矩、知敬

畏。今年以来，“大喇叭”已录制播放 8 期，通报“微腐

败”典型案例 19 起 34 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