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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脱贫攻坚全力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2 月 27
日，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分团审

议，各代表团围绕“一府两院”报告、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计划和财政报告

展开审议。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邓正

权来到射洪代表团参加分团审议，认真

听取意见和建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杨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斌参加

审议。

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热烈讨

论。在听取了熊继尧、张韬等代表发言

后，邓正权首先向大家对市政府工作的

支持表示感谢，对射洪过去一年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他说，各位代表体察民

情、聚集民意、反映民声，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献策，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大家围绕全市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民

生改善等方面提的意见建议，对进一步

做好政府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市政府将

逐一研究、积极采纳、认真落实。

邓正权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射洪县

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作用，以

更高标准、更高要求推动工作，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要全力以赴

稳定经济增长，在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上

再下功夫，特别是要高标准推进锂电产

业，加快建设新锂想、盛屯集团等重点

项目；要做强做优白酒产业园区，在产

业链拓展、品牌打造等方面再加力，努

力赢得新一轮发展先机。同时，要结合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保护等各项

工作，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确保

民生重要工作优先推动、民生问题优先

解决、民生资金优先安排，及时有效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代 表 团 团 长 、县 委 书 记 蒋 喻 新 表

示，射洪将认真贯彻本次“两会”精神，

对标对表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

明确目标任务，抓好落实，努力推动各

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遂宁建

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贡献更

多射洪力量。

邓正权参加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射洪代表团分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并指出

牢牢把握战略目标定位
奋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月 26 日至 27 日，市七届人大五次

会议射洪代表团进行分团审议。与会

代表围绕“一府两院”报告、市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计划和财政报告踊跃发

言，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

成绩来之不易 发展鼓舞人心

“政府工作报告定位准确、文风朴

实，是对市委七届六次、七次全会决策

部署的深入贯彻落实，为全市上下指明

了实施路径。”蒋喻新代表说，市委七届

六次全会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市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产业发展方向明确锁定，发展战略

越来越清晰，开放的思想更加浓厚。射

洪县将充分发扬新时代射洪精神，按照

市委、市政府对我县建设“全省工业强

县和县域经济排头兵”目标定位，奋勇

争先，为遂宁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

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政府工作报告有六个特点：一是

政治坚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主题突

出，彰显了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

强市的主题。三是成绩显著，报告点出

的数据令人振奋。四是目标振奋，提出

了催人奋进的发展目标。五是措施精

准，从七个方面安排部署 2019 年工作，

抓住了遂宁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六是关注射洪，有 22 处提

到了射洪和射洪项目。”张韬代表表示，

将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瞄准重点，夯

实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三个特点：一

是总结成绩客观，语言平实、数据翔实；

二是部署工作科学，既符合发展需要，

又体现转型要求；三是工作作风务实，

从七个方面解决了全市在推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怎么干的问题。”在肯定政府

工作的同时，税清亮代表建议市人大常

委会，加大对县区人大机构改革工作的

督导，确保按中省市机构改革的要求落

实到位。同时继续加强对县区人大工

作的指导和继续加大对市县人大代表

和人大干部的培训力度。

蓝图催人奋进 实干托举梦想

“政府工作报告蓝图宏伟、思路清

晰、措施精细、保障有力。”围绕提升教

育质量，张刚代表建议，进一步营造正

确的教育观念，实现绿色教育、生态教

育。同时，加强公办学校体制机制的改

革，提高公办学校办学质量，注重公办

学校和民办学校的资源公平。

“基层卫生人才缺乏，要进一步增

加政策灵活性，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杨成虎代表建议，借助机构改革之机，

完成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城乡医联体，

整合医疗资源。同时，加强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政策宣传，做好动员工作，应买

尽买，避免群众因病致贫和贫困户因病

返贫。和他有着同样关注的王兰华代

表也建议，加强宣传引导，为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制定特殊的门诊就医诊疗政

策，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门诊诊疗费

用报销，从而减轻住院基金压力。要加

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规范诊疗行为，

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有序就医。

围绕乡村振兴，何洪山和王书林代

表建议，在乡村振兴实施中要注重基础

设施建设，坚持规划先行，加大产业振

兴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在乡村

振兴和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步入老龄化社

会，医院、社区、养老中心应着力思考

‘临终关爱’专业社工服务工作。”罗楷

楠代表呼吁，解决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经

费不足的问题。

围 绕 依 法 治 县 工 作 ，文 格 代 表 建

议，进一步推动法律顾问工作的全覆

盖，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同时，加

大政府购买社会法律服务力度，提高律

师积极性，扩大政府购买范围，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

从改革发展大计到民生实事，代表

们紧紧围绕新的一年各项工作积极建

言献策。在赞同各项报告的同时，大家

一致认为，过去一年，面对经济复杂形

势，全市上下经受住严峻考验，既实现

了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又保持了经济发

展稳中求进。大家纷纷表示，新的一年

里，将认真履职尽责，发挥好人大代表

的作用和优势，为奋力推进成渝发展主

轴绿色经济强市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全媒体记者 刘洋）

紧扣发展献良策聚焦民生建真言
——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射洪代表团进行分团审议

早春二月，行走在射洪城区，一座

座设计新颖、美观实用的公厕成为一道

道亮丽的风景。

在城西小车检测中心的小广场上，

一群大爷大妈正在跳舞。“以前这个地

方没有公厕，解手硬是恼火。现在如厕

太方便了，感谢环卫所的干部啊！”正从

厕所里“方便”出来的冯大娘说。

矗立在广场一角的移动式厕所有

两个大的洗手间，两侧是管理间、残疾

人间，外表美观大方。

“ 这个地方离主城远，附近有小车

检测中心和汽修厂，还有很多居民小

区，人流量特别大，由于没有公厕，以前

群众如厕苦不堪言，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我们规划修建了这座公厕！”县城管

执法局党组成员、县环卫所所长李代明

说。

在工农路，改建后的公厕外表整饰

一新，公厕内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地面

贴防滑瓷砖，配有洗手盆、镜子、挂钩等

设施。还建有残疾人专用间。

去年以来，我县持续推进“厕所革

命”，要求公厕建设达到干净无味、保护

隐私、功能齐备、安全舒适、免费使用的

标准，切实解决群众“找厕难”“如厕

难”问题。

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年县环卫所科

学规划，克服困难，按照统一标准新建

公厕 3 座，改建公厕 10 座。

在推进厕所革命的过程中，县环卫

所科学规划我县公厕建设密度、服务能

力和类别标准。坚持“生态、环保、经

济、适用”原则，突出环境整洁、干净卫

生、方便舒适等功能，进行新建和改造

设计，做到适用舒适。

“如何让群众不再为上厕所发愁，

在我们看来，这件‘小事’实则是一篇民

生大文章。”分管公厕办的副所长刘益

说，在推进厕所革命中，环卫所主动克

服困难，保证工作落地落实。

据了解，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为按

时完成任务，该所积极想办法筹措资

金，为县城区新（改）建公厕项目争取债

券资金 151 万元。同时厕所选址也是个

难题。由于城市化迅速推进，公厕用地

规划未跟上城市总体规划，且市民都不

愿意把厕所修建在家门口。该所多次

与规划、国土等部门现场办公，以务实

为民的诚心做群众工作，有效解决选址

问题。

为确保完成改建新建任务，该所落

实责任，严格工作程序标准；协调相关

部门完善规划、设计、用地、立项等手

续。细化目标、明确时间表、落实责任

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

局。

小厕所，大民生，它关系着人民生

活品质的提升，展示着一座城市的精细

化服务，更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在推进“厕所革命”中，我县各部门

通力协作，亮点频出。

“厕所革命”，环保理念一以贯之。

我县新建公厕多为移动式，顶端有通风

扇，还有的顶部为开放式，四周留有排

风口，通过空气自然流通将异味排出。

“厕所革命”，人性化设计涉及方方

面面。新建改建公厕蹲位都是一个个

四面完整的隔间，就像飞机、火车上的

厕所一样。每个公厕设一个残疾人专

用卫生间，设置无障碍通道、座便器、扶

手等，方便残疾人如厕。

“厕所革命”，解决“如厕难”，更解

决“找厕难”。在繁华商业区、主次干道

设置公厕导向图，方便外地游客寻找。

在公厕管理上，实现每厕一人全天

保洁。何家桥公厕以前是通便槽，不科

学不卫生，现在改造完成后，清洁工倪

平负责管理保洁，为方便学生如厕，他

早上 6：20 准时到岗，在管理间吃午饭，

晚上 11：00 才回家。他说，要把厕所服

务搞得像星级宾馆厕所一样。

在东门桥改建公厕，60 多岁的市民

许兴贵如厕出来，他说，以前公厕“一间

房屋一盏灯，苍蝇蚊子乱嗡嗡；闻着气

味找公厕，方便之后无水冲”，现在公厕

“外看像座小别墅；内看像五星级宾馆

卫生间”，如厕是一种享受。他同时呼

吁市民要尊重环卫工人，爱护厕所卫

生。

李代明表示，县环卫所将把“厕所

革命”一抓到底，力争在 3 年内使县城

区新建、改建厕所达到 24 座。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我县持续推进城区“厕所革命”

“小事”大做暖民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2 月 20 日上午，市委常委、副

市长罗晖带领市政府办、市民政局相关领导一行到我县沱牌镇

调研养老服务工作。

罗晖来到沱牌养生休闲公寓，实地考察了该养老机构硬件

设施、服务环境、运营情况、医护情况等，听取了县民政局对全县

养老情况的汇报。

罗晖对射洪养老服务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我县养

老服务工作提出三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创新服务

理念。明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切实抓好各项扶持政策

的落实。结合老年人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养老服务需求，

加强行业监管、完善服务平台、强化从业培训、提高服务水平，积

极开展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创建。二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完

善硬件配套设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发

展。依托养老信息平台管理系统，建立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真正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三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倡导敬老、

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努力营造尊老爱老养老的良好氛围。

罗晖调研我县养老服务工作

让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2 月 25 日上午，县十八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税清

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东升、张朝书、蔡诚银、贺华荣等县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县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情况

的备案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杜廷国、衡平、张朝平、谢晓彬、侯颖等 16
名同志的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并颁发任命

书。

会上税清亮强调，我县机构改革已进入全面组织实施阶段，

接受任命的同志要强化政治意识，自觉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担

当、政治能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锤炼政治品质，提升政

治修养；要强化责任意识，严格按照机构改革的各项部署要求，

转换角色，理顺关系，平稳有序地推进本部门机构改革工作；要

强化人大意识，自觉置身于人大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自觉接受县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听取意见，改进工作；要强化法治意识，严格

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自觉养成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习惯；要强化廉政意识，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干

部，纯洁党风政风、净化从政环境。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杨文彬，县监委、县人民法院、

县人民检察院领导，县政府办、县委编办、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以及县人大机关科级干部列席会议。

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全力打造锂电新材料产业集

群，让‘中国锂都’成为射洪最响亮名片！”2 月 20 日，在射洪县第

十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响亮地提出。

据了解，2018 年，射洪大力建设“中国锂都”，国外国内双向

发力：国外，天齐锂业澳大利亚年产 2.4 万吨氢氧化锂项目竣工

投产，成功收购智利化工矿业公司 23.7%股权，成为全球领先的

锂产品供应商。国内，四川路桥、盛屯矿业、威华股份、金圆股份

等一批上市企业相继入驻；新锂想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

威盛致远年产 1000 吨金属锂等项目加快建设，朗晟科技年产

3000 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绿鑫电源年产 5 亿瓦时锂离子电池

等项目竣工投产。锂电产业基础更加坚实，2018 年射洪锂电产

业园获评“2018 优秀锂电池产业园区”。

今年，射洪将扎实开展“中国锂都会战年”行动，支持天齐锂

业扩大产能，提升创新能力，巩固行业龙头地位，力争产值突破

100 亿元；引导新锂想、朗晟科技、威盛致远等成长型锂电企业做

优做强；实施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10 万吨三元材料前驱

体、6 万吨基础锂盐等项目 10 个以上，推动石墨负极材料、电池

隔膜、电解液、锂合金等项目加快落地，高质量快速推进“中国锂

都”建设。

射洪全力打造锂电新材料产业集群

让“中国锂都”成为最响亮名片

2 月 28 日，金家镇龙怀村 2 组首批种植的 20 亩有机花菜

喜获丰收，亩产达 3000 斤，亩产值预计在 5000 元以上。图为

该村驻村工作队员和帮扶干部帮助采摘花菜。

（全媒体记者 刘洋）

贫困村里
有机花菜丰收了

市市““两会两会””直通车直通车

射洪代表团审议报告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