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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 月 16 日，船山区召开

2019 年第一季度安全生产会议暨区安委会全体成员单位

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 2018 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分析

了当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形势，安排

部署了当前和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韩

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周毅参加会议。

韩麟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紧盯问题短板、重

点领域，在安全生产日常监管的规范化上下功夫，扎实抓

好隐患排查、隐患治理、执法管理等重点环节，确保全年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要认真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执

法制度，有效释放执法力量，推动执法领域全覆盖；要加

大专业化排查力度，发挥好专业技术人才作用，扎实开展

“专家问诊”等工作；区安监局要结合工作实际，分析研究

相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运行特点及规律、存在问题和解决

的办法； （紧转02-03版）

我区部署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紧盯问题短板 抓好排查整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罗
琳）1 月 23 日，遂宁市船山区第四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隆 重 开

幕。肩负全区人民重托，来自全区各

条战线的区人大代表齐聚一堂，以高

度的政治热情依法履职尽责，共商富

民强区方略，共谋船山发展大计。

大会应到代表 244 人，实到代表

220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曹斌、蒲体德、卢

赐义、白争春、李武学、蹇世誉、邓建

华、洪琼、张甲武、杨金全、涂小军、蒋

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由大会

执行主席邓建华主持。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

张凯钇、袁旭、夏先侗、程康、蒋中治、

孙炜等县级领导，以及大会主席团成

员。

上午 8:30，大会主持人宣布：遂宁

市船山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正式开幕！

区长韩麟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

作政府工作报告，并提请大会审查。

韩麟在报告中说，过去一年，面对复

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持续加大的经

济下行压力，区政府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

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团结和依靠全区

人民，聚焦聚力产业兴区工业强区加

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船山奋斗目标，

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以“两重两实”

为统揽，持续攻坚“五大行动”，奋力

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较好

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全年预计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4 亿元，同比增

长 9.1%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6.4 亿

元，同比增长 12.2%；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2%；实现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10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6% ；完成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8 亿元，同口径增长 16.45% ；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5349 元，

同比增长 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15314 元，同比增长 9.3% 。

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 5 项指标增速

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地区生产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 项指标增速排名全市第

一。荣获全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先导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区、全

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区）、全省

“三农”工作先进县（区）等称号。

过去一年，全区实施重大项目 50
个，完成投资 85 亿元；电子信息、机

械装备、生物健康三类企业达到 18
家，预计实现产值 14.21 亿元；首座·
万豪酒店、龙凤半岛公园等文旅项目

加快建设，龙凤文创园开园迎客，世

界荷花博览园创建为国家 AAAA 级旅

游景区，成功创建为省级旅游强区；

整合涪江沿线 51 家砂石企业，组建 8
家联合体；整治“散乱污”企业 26 家，

关闭“高能耗”企业 4 家；建成启迪之

星（遂宁）孵化器、猪八戒网（遂宁）产

业共享服务中心，10 家企业入园孵

化；旧城风貌稳步提升，新型城镇化

加快推进，城市营销再结硕果；顺利

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复检；9 个贫困村

顺利退出，1404 名贫困人口脱贫，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4% ；实 施“ 蓝 天 行

动”，推进区域环境扬尘综合治理，加

大城市油烟、农村秸秆焚烧等防治力

度，空气优良率达 87.4%；推行“互联

网+政务服务”“项目代办+政务服务”

等审批模式，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减少

70%以上，88.6%以上行政许可事项实

现“ 最 多 跑 一 次 ”，30% 实 现“ 零 跑

路”。

韩麟在报告中提出今年政府工作

的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

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大力实施“1153”发展战略，突

出“一升三建”主抓手，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各项工作， （紧转02-03版）

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大会执行主席曹斌 蒲体德 卢赐义 白争春 李武学 蹇世誉 邓建华 洪琼 张甲武

杨金全 涂小军 蒋勇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韩麟作《政府工作报告》蒲体德作《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邓建华主持会议

1 月 23 日，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

韩麟作《政府工作报告》 蒲体德作《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1 月

2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参加了

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代表团分

团审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蒲体德

参加审议。

韩麟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计划报告、财政报告、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法院工作报告、检察院

工作报告。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政府

工作报告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求真

务实，对 2019 年发展思路清晰、目标

明确、措施扎实，是一份鼓舞人心、催

人奋进、充满信心的报告。

与会代表围绕经济发展、民生事

项等热点话题发表真知灼见，提出了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近年来，在调研

中发现农村土地撂荒严重，不仅制约

农民增收，而且浪费宝贵土地资源。”

蒋开伦代表建议，政府对撂荒土地进

行摸排建档，并采取有效措施，将撂

荒地充分利用起来。曾波代表建议

狠抓乡村振兴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聚力打造美

丽乡村。

韩麟说，面对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形势，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集

中力量把事办好，努力用好发展新机

遇，不断增强改革动力、释放市场活

力、缓解下行压力，全力助推中心城

区经济发展极核持续壮大。韩麟希

望，各位代表要充满信心，继续给予

政府工作更多的监督、关心和支持，

继续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建实言、出

实招，共同努力把船山的事情办好。

韩麟强调，要切实为民营经济发

展创造宽松公平的环境。全面落实

减税降费、产业扶持等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全力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把民营经济巩固好、提升

好；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力争实现网上可办率达 100% ，行政

审批事项基本实现“最多跑一次”，进

一步提高企业入驻效率；依法依规解

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问题，营造宽松

公平的营商环境，切实保护好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要加大项目建设，全力

抓好项目攻坚，在加快已有项目建设

进度的同时，高标准启动建设遂宁高

新区船山园区，尽快形成工业发展新

的承载能力。

韩麟参加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分团审议

保持战略定力用好发展新机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1 月

23 日，参加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

表们审议了区政府工作报告、区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区法院、区检察院

工作报告等 6 个工作报告。区委书

记曹斌分别参加第一、第四代表团审

议，与代表们深入交流。

在 第 一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曹 斌 指

出，六个工作报告实事求是，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全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

力。今年，船山区将按照中省市的相

关决策部署，大力实施“1153 发展战

略”，持续攻坚“四大任务”、以“一升三

建（在全省县域经济强县行列中提质

升位；建设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船山园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为主抓手，重

点做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

曹斌要求，全区要坚持不懈，坚

定决心，切实做好 2019 年脱贫攻坚迎

检工作。要认真梳理短板，逐项逐户

逐人排查，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坚决打赢 2020 年脱贫攻坚战。要着

眼长远，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为抓手，确定主导产业，培育新型

主体，提供要素保障，有效地推进产

业振兴。要积极打造全域旅游，以创

建天府旅游名县为抓手，改善农民生

活环境。要让农村老百姓享受均等

权益，切实抓好教育、卫生工作，改善

医疗平台，提升教育质量。

在 第 四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曹 斌 指

出，全区上下要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决

定部署上来，举全区之力建设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船山园区。要按

照新的标准，支持优质资源向高新区

倾斜，不断完善核心区，加快建设拓

展区。要借鉴前期创建经验，在新领

域的开发建设中集中智慧、精力、资

源，搞好规划、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新兴

制造产业，切实做好区域管控和园区

统筹协调工作。要坚持新的发展理

念，按照共享、共赏、共建、共治的思

想，凝聚区域干部力量和群众智慧，

以全新的理念规划高新区船山园区

建设。

曹斌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

想，一如既往地为高新区、物流港建设

服好务，高质量地抓好安全稳定工作，

推动船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曹斌参加区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分团审议

共商船山经济社会发展大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梁
惠）1 月 2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遂宁市船山区第四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胜利闭幕。区委书记曹斌

在闭幕大会上作重要讲话。区政协

主席卢赐义主持闭幕大会并讲话。

闭幕大会应到委员 203 人，实到

委员 183 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区领导曹斌、蒲体德、卢赐义、白

争春、陆京会、邓军、周昌应、袁学文、

任晓敏，区政协秘书长蔡玉泉等应邀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区政协主席卢赐义主持闭幕大会。

闭幕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卢赐义、

周昌应、唐佳佳、周琳、田璐铭、赵勇、

陈浩、涂华蓉、吴乐天、易方斌、唐欣。

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的

还有袁旭、程康、蹇世誉、黄钰等区

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区纪委、

区人武部、区公安分局、区法院、区检

察院、物流港等在家的县级领导和在

区退休的历届政协老领导。

会上，提案委员会报告了本次会

议期间的提案情况；会议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宁市船山区

第四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曹斌向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辛勤付出的各位委员和同

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刚刚

过去的 2018 年，是船山发展历程中不

平凡的一年。一系列目标任务圆满

完成，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投产，一

系列民生实事加快实施，一系列荣誉

称号纷至沓来。过去一年，区政协团

结带领全体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建务实之言、献务实之策、出务实之

举，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再

上新台阶作出了积极贡献。

曹斌希望，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

重大。希望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

认真履行肩负的职责使命，把握高质

量发展根本要求，聚焦新目标、落实

新部署，为推进船山发展增添新动

力、作出新贡献。

曹斌要求，要准确把握形势，坚

信船山的未来必将更加美好。面对

新形势，船山区作为首位城市将获得

更多发展机遇，而物流港十年发展也

为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船山园区

建设作出了有益探索，船山有信心将

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船山园区建

设成为又一座现代化的产业新城，将

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船山园区建

设成为支撑船山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核。希望各位委员务必要坚定信心，

扎实做好富民强区各项工作。

曹斌指出，要聚焦中心大局，积

极推动船山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实

施“1153 发展战略”，持续攻坚“四大

任务”，以“一升三建”为主抓手，集中

智慧、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将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船山园区作为船

山发展的“一号工程”，按照“现代产

业新区、生态公园新城”的发展定位，

“一年起步、两年成形、三年见成效、

五年上台阶”的总体目标，把遂宁高

新区船山园区加快建成川渝合作示

范、遂宁南向经济走廊。今年要重点

做好编制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开工

建设旅游文创项目、启动工业发展平

台建设、完善园区体制机制、做好园

区内违建管控等诸多工作。

曹斌希望，希望区政协和全体政

协委员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根

本要求，围绕“一升三建”等中心大

局，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咨询论证、建

言献策等活动，提出更多有见解、有

分量、可落实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

船山新的增长极核献计出力。

曹斌要求，要践行为民宗旨，持

续保障改善民生。始终以造福人民

为最大成绩，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时刻把百姓冷暖记在

心中，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 （紧转02-03版）

区政协四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曹斌作重要讲话 卢赐义主持闭幕大会并讲话

蒲体德 白争春 陆京会 袁旭 程康 蹇世誉 黄钰等应邀出席并在主席台就座

曹斌在闭幕大会上讲话 卢赐义主持闭幕大会

1 月 23 日，区政协四届四次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