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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郭建军 全媒体记者

杨雨）2 月 26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韩麟主持召开船山区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暨 2019 年一季度

“开门红”工作会议。区领导陆京

会、孙炜、郑良、吴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经济普查前期工

作开展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

建议，安排部署了 2019 年一季度

“开门红”工作。

会议强调，本次经济普查工

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务必全

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要把做好

本次经济普查工作上升到落实

“两个坚决维护”、增强“四个意

识”的高度上来，主动将其作为年

度重点工作任务和重要基础性工

作，紧抓不放，常抓不懈，应查尽

查；各相关部门要对项目工作数

据进行估算，全力以赴做好“开门

红”工作；要把经济普查和“开门

红”工作相互契合，坚持实事求

是，做到数据精准；各相关部门要

加强协调配合，保证经济普查和

“开门红”工作的开展，全力以赴

打好开年第一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日前，四川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大会在成都召

开，大会宣读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命名

2018 年度省级“四好村”的通报》。其中，船山区 7 个村被

省委、省政府命名为 2018 年度省级“四好村”。

据悉，经各县（市、区）申报，市“四好村”创建办核查

筛选，省委农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在各市（州）评选

推荐的基础上，经过严格审核，评定了 2000 个村为 2018
年省级“四好村”，遂宁 100 个村榜上有名，其中包括了船

山区元宝村、三元桥村、桂花村、西堰村、牌坊村、罗家桥

村、瓦窑村 7 个村。

会议指出，被命名的省级“四好村”应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落地落实中展示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船山区要加速发展，关键在项目

建设；抓好项目建设，关键在于做好

项目服务；服务好项目，关键在项目

秘书。今年以来，船山区不少机关干

部多了一个新身份——“企业项目秘

书”。这些企业编外“秘书”，心系发

展，连日来，该区各级干部俯下身子，

在落实落细上做文章。他们深入企

业当“秘书”，不断创优经济发展环

境，积极服务企业发展项目建设，助

推企业做大做强。

“张总监，你放心好了，企业用电

的问题已经协调好了，下周电力公司

就会到企业实地勘察。”2 月 26 日，在

船山区永河现代农业园四川菌绿生

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的“项

目秘书”、永河现代农业园办公室副

主任冯耀文正在了解企业项目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对方还没说问

题，冯耀文就主动“抢白”，为企业排

忧解难，我们早早地为项目建设做好

了相关衔接。

这是春节上班后，冯耀文第二次

来到企业了解企业工厂化生产食用

菌二期项目推进情况，并帮助企业绘

制“时间表和线路图”，指导企业挂图

作战。自从有了这样熟知企业情况

的“秘书”来协助推进项目，船山永河

园工厂化生产食用菌二期项目进展

顺利。

“自从 1 月初冯主任到我们公司

‘报到’后，前前后后他已经来了六七

次了。他不仅帮我们协调解决用电

问题，还主动对接省农科院、成都理

工大学，为我们请来了 2 名专家教

授，帮助企业研究新品种开发和虫草

花生产线的建设。”四川菌绿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卓正告

诉记者，冯耀文帮他们联系的专家教

授将于 3 月中旬到企业来开展科技

研究。

“企业秘书”好不好使，得企业主

说了算。全区大部分企业主表示，船

山区位优势越来越好，特别是当地干

部深入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帮办实

事，令人感动。船山党员干部营造出

来的积极、宽松、友善的干事环境，也

吸引着越来越多企业的目光。

记者在最近的一份《企业项目秘

书工作月报表》上看到，1 个多月来，

项目秘书纷纷来到自己联系的企业

了解情况，收集企业反映的问题。企

业存在的问题种类繁多，有的涉及土

地指标、安全、融资、农民工工资等发

展问题，还有的则希望政府协调沟通

消防、银行等单位，解决企业发展过

程 中 遇 到 的 小 麻 烦 。 在 服 务 企 业

中，每位项目秘书通过走访企业负

责人、生产经营骨干和企业员工，全

面掌握了项目推进进度、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和

问题，准确把握企业需求，提出解决

对策和建议，并编制服务企业长期

的工作计划。

像这样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的例子，在船山区还有许多。据了

解，今年以来，为了解决重点建设项

目推进的后顾之忧，分批次选派了专

业化干部到全区部分重点企业担任

企业项目秘书。从 2019 年 1 月起，船

山区选派的第一批 20 名企业项目秘

书已经正式履职，服务了 21 家重点

企 业 。 选 派 时 间 为 2019 年 1 月 —

2021 年 1 月（2 年）。

据悉，此次选派的 20 名企业项目

秘书将充分发挥联系政府和企业的

桥梁纽带作用，强化对接沟通，积极

宣传各项惠企政策，跟踪政策落地情

况，及时反映企业呼声，加快推进政

企信息互联互通，当好联系企业项目

县级领导的参谋助手，完成县级领导

交办的事项。同时，项目秘书将帮助

企业开展行业调查分析，积极为企业

献计献策，按照政策和法律规定，帮

助企业协调有关部门办理各种行政

审批事项，协助企业解决在项目立

项、用地、用工、用电、融资、市场开

拓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发展瓶

颈，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各类项目资

金，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除此之外，项目秘书还将助推创

新发展，帮助企业学习、研究国家、省

市区相关政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

划，加快技术和产业升级、拓展发展

空间和思路，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引导企业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指导企业定期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内部各项管理

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区经信局企业股相关负责人钟

馨认为，对每一名企业项目秘书而

言，不论身处何职，一个“秘书”的称

号意味着肩上一份责任，这份责任需

要企业项目秘书秉承“亲商、重商、爱

商、助商”的服务理念，扮演好“店小

二”角色，坚决不做“假秘书”，加快

推动富民强区再上新台阶贡献自身

力量。 （全媒体记者 梁惠）

2 月 28 日，记者在老池乡书院村

田家渡渡改桥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

正忙碌着，整个建设场面井然有序，

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据田家渡

渡改桥项目总工程师郭忠奎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引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和两个主墩的

双壁钢围堰施工。同时今年计划完

成跨涪江主桥的下部结构以及零号

块部分节段的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

2020 年 6 月份全部建成通车。

全媒体记者 梁惠

2019 年，区交运局将以“12345”
工作思路为主线，团结带领全局上

下推动全系统工作有序开展，计划

完成项目投资 3.5 亿元，向上争取

资金 1.6 亿元。

巩固提升一项示范

2018 年，船山区获得第二批四

川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荣誉称

号，为了推进“四好农村路”省级示

范区县成果巩固提升，区交运局将

积极向上对接，争取 5963 万元资金

以及“四好农村路”奖补资金，全面

推进农村公路改善提升。在建设

方面，按照乡村旅游示范带标准和

田 园 风 光 格 调 ，该 局 将 从 标 识 标

牌、路边小景、服务驿站等方面着

手重点打造遂保路、仁秀路、张永

路、桂会路 4 条县乡公路和老池龙

环线、桂花金井村、唐家东山村、仁

里罗家桥村 4 条乡村路。按照农村

公路“六个一程”要求，对全区 200
公里村道实施加宽和综合安保工

程，路标指示牌实现村组道路交叉

口全覆盖；在管理方面，结合砂石

改革，加大“双超”联合治理力度；

在维护方面，大力实施 PPP 协议养

护、购买社会服务养护、乡村属地

养护三种模式，真正做到让每条路

有管家；在运营方面，通过新辟、改

线和延伸现有农村客运班线，探索

实施农村小客车区间客运，不断提

高农村客运建制村覆盖率。

推进两项改革

今年，区交运局将完成顺通公

司改制，年内完成全部人员解聘分

流，彻底平稳解决相应问题；加快

行业机构改革，针对系统执法体系

和事业单位机构按中省要求稳步

推进并完成机构改革任务。

继续实施“三重”工作机制

今年以来，区交运局坚持把重

点项目、重要工作、重大资金“三重”

工作作为统揽全局的中心工作来抓，

继续推广“我们的主场在现场”一线

工作法，不断优化完善工作机制，提

升效能作风，高效率高质量推进。

努力夯实四个保障
一是道路安全，对全区道路进

行安全标准提升，增设安全警示标

志和设施。二是水上安全，结合砂

石改革，推进全区渡口码头、船舶

锚地标准化建设，全面推进城区码

头 规 范 化 管 理 。 三 是 推 动 G350、
G318 一级公路收费工作，奠定未来

发 展 基 础 。 四 是 向 上 争 取 资 金 。

通港大道 8790 万元集疏运体系国

家补助资金按进度拨付到位；田家

渡渡改桥 6129 万元省补资金上半

年到位；“四好农村路”省级奖补资

金 2000 万元 3 月份前到位；最大化

争取顺通公司无偿化债资金和国

省干线养护资金；推动 800 公里农

村通组道路奖补资金进中省补助

盘子；完成遂宁港港口建设中省补

助资金争取前期工作。

合力攻坚五大项目

一是通港大道项目，一期确保

2020 年 6 月前建成通车；二期解决

好土地报征问题，采用 PPP 模式或

者探索企业垫资方式解决资金难

题，确保 2019 年 6 月前开工建设。

二是遂宁港项目，尽快确定投资方

式和建设模式，大沙坝作业区项目

力争 2019 年内开工，三是船闸、河

道疏浚项目完成前期工作，加快与

重庆市协作沟通， （紧转02版）

2 月 19 日，天气晴好，位于船山区

永兴镇明镜村的柑橘基地里，金灿灿

的柑橘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迎来了一

波又一波前来采摘柑橘的游客，这让

种植户唐辉龙乐得合不拢嘴。

“目前，果园的青见、春见（耙耙

柑）已经进入采摘季了，从去年 11 月开

始，一直可以持续到 3 月底。”唐辉龙

说，他种了 36 亩的柑橘，今年是第一年

挂果，预计产量在 30 万斤左右，“按 8
元 /斤来算，今年纯收入预计在 10 万元

左右。”

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

推进实施，越来越多外出务工的农村

青年加入到了返乡创业行列，唐辉龙

就是其中一员。在外打工期间，唐辉

龙和妻子挣钱养家糊口，却始终无法

在那个陌生城市找到家的感觉。2016
年 8 月，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回到妻

子的老家明镜村搞起了专业种植。

在柑橘种植上，通过多方考察，唐

辉龙放弃了最普通的老品种，从外地

引 进 了 青 见 、春 见（耙 耙 柑）进 行 试

种。这种青见和春见（耙耙柑）都是杂

交的新品种，不仅肉质细嫩，汁多化

渣，还方便贮藏、抗寒性好。

在唐辉龙一家人细心的照看下，柑

橘苗一天天长大，从 2018 年底开始便

给他带来了收益。“游客最多的一天有

30 多人前来采摘，收入至少都有几千

元。”唐辉龙告诉记者，再等 2 年，柑橘

就进入丰产期了，产量可达到 3 万斤 /
亩，纯收入有 40 多万元。下一步，他打

算把基地扩展到 100 亩，增加爱媛、大

雅柑等新品种。

“我最爱吃青见了，它的水分足，酸

甜适中，口感非常好。这是我第二次

来这里采摘了，基本上每次都要摘四

五十斤回去，从树上采摘的才新鲜。”

正在柑橘基地采摘的游客唐春蓉开心

地说道。

看见基地有收益了，唐辉龙也没有

忘记乡村父老。“基地建成后，大家不

仅可以得到土地流转的收益，还可在

家门口找到工作。”唐辉龙说，每天都

会有七八个村民在柑橘基地务工，一

般他都会优先考虑聘用贫困户。

（下转02版）
（上接 01 版）作为已脱贫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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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机关干部深入企业当“秘书”

当好“店小二”服务“零距离”

区交运局以“三重”工作为统揽推进各项工作

计划完成项目投资3.5亿元

船山7个村入选省级“四好村”

返乡创业种柑橘
带领村民共致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3月 1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组织召开

区政府四届 77 次常务会议。区领导

孙炜、周毅、吴强、廖锦标、毛金花等

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甲武列席会议。

会上，韩麟传达了市“两会”精

神。会议要求，要结合市“两会”精

神、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区政府工作报

告抓好贯彻，进一步确保“两会”精神

落地落实。要把“两会”精神凝聚在

发展上，结合区域划分的调整，按照

区委的统一要求，抓好政府负责的工

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

会议研究并原则同意了 G318 线

遂宁市城区过境段改线配套设施工

程（中环线船山仁里段）供配电工程

方案。会议要求，要明确工程的业

主单位，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产

生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加快推

进征地拆迁、资金筹集等相关工作；

区分管领导要具体牵头，区交运局

要负责承办，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确保尽快启动项目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四川山屿湖置业

有限公司“山屿湖·名门”项目土地

违约金相关事宜，为遂宁蜀道通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四川观澜豪阳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遂宁全信物流有

限公司、遂宁远成非亚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4 家企业提供反担保事宜和

人事任免事宜。

区政府四届77次常务会召开
传达贯彻市“两会”精神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毅）3 月 1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副区长廖锦

标参加全国推进“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

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船山分会场会议，

并就船山清理整治工作进行具体安排。

会议通报了各省大棚房清理整治

完成进度，对大棚房整治清理工作再

一次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

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履职尽责，全

面抓好“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各项

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行动任务，

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

随后省、市相继召开贯彻落实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层层传达精神，压

实责任，明确任务。

据悉，船山辖区清理整治点为 11
个，目前已完成 6 个。就贯彻落实会

议精神，韩麟对余下 5 个整治点整治

进度进行了详细了解，并明确了责任

部门、负责人和整治期限，对全区清

理整治工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韩

麟要求，相关单位要站在政治高度，

与中央要求进度保持一致，坚决遏制

农地非农化现象，确保全区在 3 月 10
日前完成全部清理整治。

我区部署一季度“开门红”工作 船山10日前完成大棚房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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