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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卡上，有船山区纪委监委的

热线电话、网站链接和我们的办公室地

址。只要你们企业发现党员干部存在吃

拿卡要、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等腐败

和作风问题，随时都可以拨卡上的举报

电话进行反映。”3 月 6 日，船山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蒋中治带领区纪

委监委相关人员首站来到永河现代农业

产业园内四川菌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涉企信访“只跑一次”宣传活

动，并为走访企业发放了《致全区企业家

的一封信》及“廉情 VIP 卡”。

“廉情 VIP 卡”是船山区纪委监委创

新涉企信访“只跑一次”工作机制和探索

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卡上公开了

区纪委监委的监督电话、官方网站及办

公地点，随时方便企业、群众能找、能

问、能举报，狠抓企业和群众身边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真正实现走访“不打折、不

缩水、不变样、不走过场”。该卡发放

后，将有效解决走访行动“阵后冷”问

题，并能拓宽企业家反映和咨询问题的

渠道，为企业家来船投资营造良好的营

商环境。

“拿到‘廉情 VIP 卡’，有问题在企业

里就能直接向上反映，不用来回跑就能

找到‘明白人’，真是太方便了。”四川菌

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张卓

正说道。

据了解，今年 2 月以来，船山区积极

开展“六个一”的为企服务主题活动。为

全区企业发放了“廉情 VIP 卡”和《致全

区企业家朋友的一封信》、调查问卷，在

全区 6 个街道办事处、8 个乡镇、3 个园

区以及区工商联、区行政服务中心等单

位设立了“一站、一箱、一助理”，即“只

跑一次”信访接待站、“只跑一次”举报

箱、聘任“只跑一次”廉情助理。其中

“只跑一次”廉情助理是从纪（工）委书

记、派驻（出）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中挑

选，由专人负责信访接待、举报箱中的意

见、建议、问题等内容的收集、汇总、上

报。

通过发放“廉情 VIP 卡”的方式，实

现监督网络“全覆盖”，延伸监督面，真

正“全方位”发挥企业的监督作用，倒逼

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干部作风建设。

“涉企信访‘只跑一次’活动的开展

主要是解决企业的合理诉求，对损害企

业 利 益 、破 坏 营 商 环 境 的 问 题 进 行 严

肃调查处理，坚决杜绝吃拿卡要、推诿

扯 皮 、办 事 效 率 低 下 等 腐 败 作 风 和 问

题。”蒋中治告诉记者，通过活动的开

展 ，既 可 以 邀 请 企 业 加 强 对 党 务 政 务

工 作 的 监 督 ，解 决 党 员 干 部 在 为 企 服

务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和不足，又能促

进 企 业 健 康 持 续 发 展 ，推 动 船 山 经 济

社会稳步发展，构建船山“风清气正”的

营商环境。

截至目前，船山区纪委监委共接到

企业来电来访 2 件，帮助来访企业解决

问题和困难 2 个，真正实现了涉企信访

问题“只跑一次”的目的。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毅）3 月 4 日，全省安全生产和应急

救援电视电话会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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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分会场会议。

会议通报了近期安全生产事故及森林火灾情况。会议强

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加强应急响应和值班值守工作，

及时发布安全信息和预警，最大限度地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

态；要认清形势，高度警惕，进一步做好“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

工作，把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放在首位；要强化措施，细化职能职

责，进一步加强对各种安全风险的防范，抓好抓实重点行业领

域的安全生产工作；要落实责任，认真履职尽责，进一步将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为全国“两会”的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就贯彻省、市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韩麟强调，全区各级各部

门要明确职责，落实责任，警防监管悬空。要立即展开安全大

检查活动，特别要做好防火、防汛工作。要加大我区应急救援

力度，整合救援人力、抢险队伍、应急器材等资源，按照省市要

求抓好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

近日，记者在船山区老池乡书

院村田家渡渡改桥建设现场看到：

数十根引桥墩柱已高高耸立；不远

处的两个主墩钢围堰已完成封底

混凝土施工，工人们正在对钢围堰

上搭设的桩基作业平台进行拆除；

主桥钢栈桥上机器轰鸣，工人们正

忙着搬运钢材、焊接钢筋等工作，

整个建设场面井然有序。

离老池乡书院村不远的金盆

村，通港大道和遂宁市农环线交合

处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来回穿梭，

工人们正在进行路基挡土墙堆砌

等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

象。

这仅仅是老池乡强力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8 年，全乡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4.6 亿元，增长 12.8%；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 2.89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的 130%；规上工业企业 4 户，

产值达 3.85 亿元，增长 9.2%。全乡

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13807 元，同

比增长 10.7％……一组组数据见证

了老池乡发展的新成就。

2018 年，老池乡启动了临港园

区控制性规划编制，加快推进了涪

江复航工作以及田家渡渡改桥、通

港大道、全市农环线等一批重点工

程顺利开工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落地建设，见证着老池乡基础设施

建设的卓然成就。老池乡的“两

重”工作因此获得了区委、区政府

的表彰。

记者了解到，2018 年，老池乡

党委乡政府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转

变作风求实效、改革创新增活力”

为抓手，以推动“5215”工作目标全

面完成为重点，团结带领全乡干部

群众凝心聚力、务实苦干，夺取了

抗击“7·11”特大洪水的全面胜利，

打赢了脱贫攻坚翻身仗，举办了全

市第三届乡村旅游节，临港园区列

入了全市“一城五组团”的发展平

台。

总结过去，成绩振奋人心；展

望未来，目标催人奋进。

“2019 年，老池乡将继续抢抓

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建设机遇，积

极谋划老池临港产业园发展，全力

推进各项重大项目建设，为船山区

实现一季度‘开门红’贡献老池力

量。”老池乡党委书记黄自然斩钉

截铁地说道。

黄自然告诉记者，老池临港产

业园作为重要城市组团，全乡将紧

紧围绕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建设

这 个“ 一 号 工 程 ”，按 照 船 山 区

2019 年重大项目重点工作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涪江

复航工作，启动船山园区控制性

规划编制，积极对接市规划局、国

土局，力争将 10 平方公里的面积

纳入城市总规。同时，还将加快

推进田家渡渡改桥、通港大道、健

康小镇等项目建设；积极包装白

芷健康小镇、港产新城等项目，深

入对接中海外国融实业有限公司、

和润集团等实力企业，白芷小镇进

入“千企千镇工程”项目库，为全区

冲刺“开门红”工作贡献老池力量，

为带动遂宁城市向南发展和未来

船山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展现

老池担当。 （全媒体记者 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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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旖旎的自然景色，风貌典雅的亭

台水榭，清新怡人的新鲜空气。

2019 年 1 月 31 日，船山区投资 3.5 亿元

的重大民生工程——九莲洲湿地公园顺利

竣工开园。对遂宁人民来说，这是一份绝

佳的“新春礼物”。新修建后的湿地公园

增加了很多小桥流水的风貌，给人一种江

南婉约的视觉效果。

记者了解到，作为九莲洲湿地公园建

设项目指挥部办公室，2018 年，船山区席

吴二洲生态湿地公园管理处全体干部职

工按照区委、区政府及上级相关部门的工

作部署和要求，围绕海绵城市建设、环保督

察“回头看”和创建文明城市复查等工作，

着力提升公园整体形象，全力推进席吴二

洲海绵城市项目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确

保席吴二洲管理处 2018 年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对此，席吴二洲建设项目指挥部被区

委、区政府表彰为 2018 年“两重”工作先进

集体，荣获“两重”工作特别贡献奖。

“2018 年是席吴二洲生态湿地公园海

绵城市项目建设的第二个年头，公园建设

项目稳步推进，建设成效显著。”席吴二洲

生态湿地公园管理处主任姚旭告诉记者，

为确保席吴二洲生态湿地公园海绵城市

建设项目顺利实施，船山区成立了以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为指挥长，区政府副区长、

区政协副主席为副指挥长，区住建局、区

规划局、区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

的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项目日常运转。

同时，还在区直各相关部门抽调了 7 名业

务能力强、专业对口的技术骨干到施工现

场工作组工作，并聘请了 3 名工程、园林等

专业的高级工程师参与工程管理，为工程

提供专业技术力量的保障。

2018 年是具备挑战的一年。眼看项目

即将竣工开园，突如其来的“7·11”涪江特

大洪水导致席吴二洲湿地公园建设项目

严重受损，道路、桥梁、绿化、综合管网、服

务用房均不同程度损坏，受灾面积多达

450000㎡。但是，在灾难面前，席吴二洲建

设项目指挥部全体干部职工以及施工人

员不畏困难、迎难而上，一方面组织相关

人员积极开展灾后重建，一方面向上级报

告受灾情况，请求顺延工期，争取项目资

金。在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湿地公园

顺利竣工开园。

“以前一提湿地公园，大家总是跑到河

东去。现在老城区也有这么大的湿地公园

了，真的是超级开心。”3 月 2 日，正陪同家人

在九莲洲湿地公园散步的向女士高兴地说

道。

据悉，九莲洲湿地公园是船山区进一

步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增强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在原湿地公园

的基础上，通过将席家洲居民整体搬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借鉴西昌邛

海湿地、杭州西溪湿地、五彩缤纷路、莲里

公园等成功案例，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力求打造成

为老城区的新地标、生态旅游的新景点，

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健康养生、休闲运动

的好去处。

如今，已建成竣工的九莲洲湿地公园

形成了杨柳滩、水花园、席家洲、浮茶庐、

仙踪林、吴家洲六个主题岛，增设了儿童

乐园、入口广场、内湖游船等设施。涪江

沿岸位置栽种了菊花、杜鹃、五色梅等多

种花卉植物，让市民和游客能够亲密地与

自然接触，感受生态环境带来的魅力。

谈及下一步建设计划，姚旭说，项目指

挥部将全力保证海绵城市建设项目施工

进度，力争 2019 年 3 月份全面完成海绵改

造工作，并将厕所革命纳入其中，确保该

项目通过终审验收。 （全媒体记者 梁惠）

船山纪委监委全市率先开展涉企信访“只跑一次”活动

“廉情VIP卡”让监督网络实现“全覆盖”

老池乡抢抓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建设机遇

全力推进各项重大项目建设

船山强化安全生产和应急救援工作

席吴二洲建设项目指挥部奋力推进项目建设
打造斗城新景点新名片

近日，记者在船山区老池乡金盆村遂宁通

港大道和市农环线交汇处施工现场看到，工

人们正在进行路基挡土墙堆砌、道路路基灌

浆等工作，现场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据了

解，遂宁通港大道规划定位为城市主干道，

起点接中环线，止点与在建的田家渡大桥相

接。通港大道的建设将有力推进临港经济区

的建设进度，加速推进老池乡村振兴，加快

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船山园区发展。

全媒体记者 梁惠/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3 月 7 日，船山区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蒲体德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陈洪敏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

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闫荣贵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

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文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勋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胡洁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

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胡永光同志

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

亚利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曾中友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

工作委员会主任；余涛同志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监察

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因工作需要，任命任参为遂宁市船山区财政局局长；蒲岸

为遂宁市船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世昌为遂宁市船山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冉茂连为遂宁市船山区经济合作

局局长；李武军为遂宁市船山区商务局局长；赵勇为遂宁市船

山区卫生健康局局长；何耀为遂宁市船山区医疗保障局局长；

田茫为遂宁市船山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局长；吴松林

为遂宁市船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唐欢欢为遂宁市船山区文

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卢静为遂宁市船山区教育和体育

局局长；李慧为遂宁市船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志全为

遂宁市船山区信访局局长；聂华为遂宁市船山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席凤斌为遂宁市船山区水利局局长；谯强为遂宁市船山

区扶贫开发局局长；刘建勤为遂宁市船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局长；陈绍宏为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任命敬海洋同志为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魏菊华

同志为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李陈同志为遂宁市船

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因工作需要，同意接受黄军同志辞去遂宁市船山区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免去唐文明同志遂宁市船山区

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周

可茂同志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职

务；邓永春同志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资源

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胡洁同志遂宁市船山区人大常

委会市人大代表联络科科长职务；刘亚利同志遂宁市船山区

人大常委会农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曾中友同志遂宁市

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主任职务；余涛同志遂宁市

船山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副主任职务。

因工作需要，免去廖亮的遂宁市船山区财政局局长职务；

任参的遂宁市船山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职务；田茫的遂宁市

船山区商务局局长职务；唐晓洪的遂宁市船山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局长职务；李武军的遂宁市船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局

长职务；梁健的遂宁市船山区科学技术知识和产权局局长职

务；吴松林的遂宁市船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卢

静的遂宁市船山区教育体育局局长职务；曹阳的遂宁市船山

区环境保护局局长职务；聂华的遂宁市船山区农业局局长职

务；陈洪敏的遂宁市船山区水务局局长职务；刘建勤的遂宁市

船山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吕祥林的遂宁市船山

区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局长职务。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建华、洪琼、张甲武、陈懿、廖亮参加

会议。区委常委、副区长孙炜，区人民法院院长王义禄列席会议。

区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
审议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遂宁通港大道加快推进

“两代表一委员”调研通港大道
建设和交通路网规划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3 月 5 日，船山区部分人大代

表、党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区交运局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遂宁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船山园区，调研城区至遂宁港通港大道建

设和交通路网规划情况。

据了解，通港大道规划定位为城市主干道，设计速度 60km/
h，起点接中环线，止点与在建的田家渡大桥相接。路线共分

为 A、B、C 三段，其中 A 段长 6.192㎞、B 段长 2.8㎞、C 段长 1.846
㎞，全长 10.838 ㎞，将构建“七纵四横”的干路网线。（七纵：

G247、遂渝高速、物流港—复桥联络线、原 S205、明星大道南延

线、通港大道、南津路—龙老路；四横：景观大道延伸线、复桥

—老池联络线、安居—老池—金桥联络线、农户线。）

区交运局负责人介绍，通港大道的建设能够成为龙凤组

团、金桥组团和主城区联系的主要纽带，并将中环线、G318、各
条市区道路、遂内高速、遂资眉高速、成渝环线高速、遂广高

速、S205 和遂宁港紧密地连接起来。道路的建成将有力推进

临港经济区的建设进度，加速推进老池乡村振兴，加快遂宁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船山园区发展。

随后，各代表委员就道路建设提出了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建

议。 区交运局负责人表示，将把各代表委员的建议归纳汇总，在

通港大道下步推动过程中优化规划设计，加快该项目建设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