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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召开住建系统 2018年安全生产总
结暨2019年工作部署会议

加强隐患治理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为贯彻中、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针对住建系统安全生产规律和特点，确保 2019
年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3 月 12 日，安居区组织召开住建

系统 2018 年安全生产总结暨 2019 年工作部署会议，区委常

委、副区长佟硕，副区长冷强军出席会议。

会议组织观看了安全警示教育片，会议要求，对于安全

生产工作，在思想上务必高度重视，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绷紧安全这根弦；在企业管理上，务必抓

牢抓实，要严格执行持证上岗、人证合一和落实上岗培训这

一标准，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制

度，对于排查出的隐患要坚决整改到位，同时严格落实安全

管理制度，相关的政府部门也要有完善的安全检查方案；在

监管上务必动真逗硬，强化质量信用评价体系的建设，项目

业主要主动参与质量监管，监理单位要主动履行职责，相关

部门要做到严格执法问责，在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上做到清

正廉洁。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要领会好会议精神，做

好会议精神传达，进一步统一思想，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好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目标任

务，抓好任务分解，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责

任，突出隐患治理，组织好安全生产督查与排查工作，真正

查出一批隐患问题、整改一批存在问题、强化一批薄弱环

节，对重大的安全隐患实行挂牌整治，责任到人，动员全社

会的力量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工作，推进全年安全生产

工作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戴广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加油站计量器具专项检查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3.15”即将到来，为强化

计量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加油站计量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3 月 12 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股对加油站开

展专项检查，检查重点针对加油站在用加油机是否经过定

期强制检定合格，计量器具检定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各部

位铅封是否完好，是否存在擅自改动或拆装加油机，是否存

在利用计量芯片作弊等计量违法行为。

检查当天，共对 4 家加油站的 17 只加油枪进行监督检

验，其中 17 只加油枪合格。在检查中发现个别加油机合格

证破损，诚信计量承诺书没有张贴在显著位置，责令其改

正，加油机检定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并规范张贴合格证；加油

机铅封完整；抽检部分加油机，计量误差均在标准要求范围

内。

据介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加油

站的计量检查，对计量违法行为按照《计量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理，并积极推进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工作，增强企

业主体责任，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积极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记者：作为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负责人，请你谈谈此次机构改革，区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职责上有哪些

调整？

周奇武：根据市委、市政府批准的

《遂宁市安居区机构改革方案》,安居区

将区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局的文化、

广播电视管理等职责，与区台侨外事旅

游局的旅游管理行政职责等整合，组建

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作为区政府

工作部门。

记者：下一步，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如何推进工作？

周奇武 :2019 年，区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将继续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

工作，聚焦主责主业，展现新部门的新

作为，紧紧围绕全区建设“全省特色工

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

公园城市示范区”重点目标任务，大力

实施富民强区“七大行动”,推动文化旅

游事业创新发展，以更高站位统筹谋

划，强化资源整合，拓展区域合作，着力

推动理念融合、业务融合，加快形成安

居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

一是重点强化文化旅游产业培育力

度，发挥文化旅游业在拓展内需扩大消

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文化在推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发挥文化和旅游

在扩大新时代安居建设影响力的重要作

用，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工作路径，努力

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

有机统一，以文化充实旅游内涵，以旅

游促进文化繁荣。

二是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进一步完

善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文

化惠民工程，突出特色，注重质量，办好

“活力安居·幸福家园”群众文化艺术

节、乡村文化旅游节等活动，努力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

文化旅游精品。

三是积极走出去，谋划好外宣工作，

加大安居文化旅游的宣传推介，推动文

艺创作生产，提炼安居文化旅游精神内

涵，按照全域旅游的目标，瞄准精品旅

游，努力争创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天府旅

游名县。

四是加大对外的招商引资力度，引

进文化旅游企业，为安居的文化旅游发

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加快文化

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让文旅

产业走向更有诗意的远方。 （戴广伟）

落实文化旅游工作大融合
加快形成安居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

——访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周奇武

日前，记者在四川讴神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加班加

点忙生产，整个车间呈现一片繁忙景

象。目前，该公司正大力开发西南市

场 ，研 发 车 身 轻 量 化 技 术 和 辊 压 技

术，进一步往产业自动化、科技化方

向发展。图为工人正忙着赶制订单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讴神机械
冲刺首季“开门红”

“ 春 争 日 ，日 争 时 ，一 年 大 事 不 宜

迟”，春耕备耕关系着一年的收成问题，

是农民朋友眼下关心关注的大事。早春

三月，一幅春耕备耕的繁忙画卷正在安

居区的山野乡村徐徐展开。

备足大春备耕物资
农技专家有妙招

漫山遍野灿烂的油菜花仿佛是农人

们合理安排农时的信号。在玉丰镇土地

村，勤劳的村民们纷纷展开了春耕备耕

工作，整理土地，播下种子，春耕备耕的

初期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今年 50 多

岁的陈云伯告诉记者，他和妻子种了十

几亩地，一年四季，周而复始按时节种下

不同的作物，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获得

好收成，这就是他们作为朴实农民最大

的快乐。

“今年我们大春备耕种子和肥料都准

备充足，满足群众的需要。比如水稻种、

玉米种还有其它蔬菜种子，现在销量还

是不错。”好收成不仅与气候相关，也离

不开良好的农资准备。刘明辉作为一名

退休农技员，如今开了一家农资店，这些

天不少农户前来他的店里选购合适的农

资。

据区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陈才贵

介绍，目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节，全

区要做好三个准备，第一要备足农资，备

足农资重点要推广使用优质高产的大春

品种，水稻上推广高产优质的川优 6203
和宜香优 2115、川优 8377，第二要备足苗

床地，玉米苗水稻苗尽量备足，第三要备

足水源，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开展农资监管专项行动
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

“你好，我们是安居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的执法人员，依法对你店经营的农资

产品进行检查……”3 月 11 日，在东禅镇

庄稼医院和石洞镇南街 29 号农资经营门

面，安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详

细查看了两店的营业执照和进货台账，

查看了店面所经营的农资产品的生产日

期和相关配方，仔细询问了相关经营情

况，并对农药进行了一一查检，未发现违

法经营情况。

据悉，3 月一开始，安居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挂牌便迎来了首个春耕季。为了

保障大家购买的农资产品安全放心 ,该部

门大力开展“春雷行动 2019”子行动“农

村农资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重拳打击农

资市场假冒伪劣，疏堵结合，打防并举，

从源头上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保驾护

航，确保辖区农业生产安全。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检大队大队长

段庆告诉记者，这次专项整治行动属于

“春雷行动 2019”子行动“农村农资市场

监管专项行动”。已对安居城区、各乡镇

140 余户农资经营户进行入户检查，主要

查进货来源，保证种子、化肥、农用薄膜

等农资产品出自正规厂家，有质量合格

证，在保质期内销售；督促经营户建好购

销台账，及时下架过期产品。截至目前，

全区未发现一起农资市场假冒伪劣案

件。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孙勇介

绍，挂牌后，该局一班人转变观念，紧扣

大市场、大监管的时代精神，以“市场监

管人”的视角去重新审视监管执法，将监

管寓于复合型的服务之中。“农村农资市

场监管专项行动”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

宣传力度，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在挂

牌后的第一个春耕季，结合“3.15”消费者

权益宣传日系列活动，曝光伪劣农资处

罚案件，指导农民群众识假维权，依法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全区的农业生产、

农产品质量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

环境。 （全媒体记者 黄焱 王超）

安居区积极开展春耕备耕工作

保障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玉米苗水稻苗
尽量备足

春耕备耕三准备

备足农资重点
要推广使用优质高
产的大春品种，水稻
上推广高产优质的
川优 6203 和宜香优
2115、川优 8377

第二要备足苗床地

做好蓄水保水工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农资产品

（紧接 01版）要客观分析“三农”工作机遇挑战，充分认清形

势、补齐短板，奋力开创全区“三农”工作新局面。二要把建

设农业强区，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河湖长制作为重中

之重。要抓好抓实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聚焦精准要义、产

业扶贫、基础保障，抓好抓实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振兴试点

示范，推进农业园区示范创建，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抓好

抓实河湖长制，持续开展巡河行动、畅河行动、靓河行动。

三是要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抓好“三农”工作。三级书记要

示范带头，乡镇书记要当好“一线指挥”，村社区书记要当好

“一线施工”，“第一书记”要当好“一线主攻”。行业部门要

协调联动，社会力量要积极参与，要素保障要持续强化。

就贯彻会议精神，吴军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

习领会会议精神，做到认识再提升、任务再明确、责任再强

化，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扎实做

好农业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要切实履行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主体责任，严格对标会议提出的工作要求，落实“清单

制+责任制”工作举措，逐个分解、逐项细化、逐一落实，抓

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完成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会上，高敬东安排部署了 2019 年脱贫攻坚和“三农”工作；

舒玉明宣读了 2018 年脱贫攻坚表扬文件。

参加会议的还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区直部门主要负

责人，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

任，全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82 个贫困村第一书记，全区

中小学校长、派出所长、区公安分局相关人员。

（紧接01版）3 月 8 日—4 月 8 日在玉丰镇七彩明珠景区举行

“陌上花开·七彩有约”七彩明珠景区踏青季；4 月下旬在聚

贤镇木桶井村举行“花开强泰·情系聚贤”芍药花节；7 月在

聚贤镇石板凳村举行“绿色农业·生态龙亭”天伦葡萄采摘

节；8 月下旬在安居城区举行“绝味美食·相约安居”绝味鸭

脖美食节；11 月在安居城区举行江淮汽车文化节；12 月在

安居城区举行“溯源琼江·传承历史”琼江文化艺术节。旨

在以“美丽乡村，生态旅游”为载体，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乡村

旅游新热潮，着力打造全域旅游安居城、乡村振兴示范区。

届时，前来安居的游客可以在遍赏安居美景的同时参与全

区丰富多彩的旅游节日文化活动，感受安居文化的无穷魅

力。

认清形势 补齐短板
奋力开创全区“三农”工作新局面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努力把安居建设成为天府旅游名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