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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文旅产业园
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3 月 18 日，记者从县

文旅产业园了解到，园区正强化举措，大力开展环境整

治活动，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为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县文旅产业园通过聘请保洁

人员坚持每天对辖区内的白色垃圾和杂草进行清理，确

保辖区整洁干净。目前，已清理杂草 4 吨左右、清理“牛

皮癣”50 余处、打捞河道白色垃圾 1 吨、清运垃圾 2 吨、

清理卫生死角 5 处。同时，清理规范了体育公园、湿地

公园内手工 LED 发光彩球、灯笼串、地插灯、灯串、LED
挂件、频闪灯、LED 灯带、地插花等设施设备。

“文明城市创建安全优先。”县文旅产业园通过由园

区规划建设股牵头，综合治理办公室配合，坚持每半月

对各项目建设工地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

改，确保园区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县文旅产业园还整合周末值班人员，佩戴文明劝导

员红袖章，坚持每天巡逻，加强文明旅游劝导，针对乱扔

垃圾、自助烧烤、复耕种植、破坏环境、出格失礼等不文

明行为予以规劝。

为维护好体育广场、永逸广场周边秩序，做好马路

市场、流动商贩的合理化疏导，县文旅产业园组织人员

会同县执法局、县治理办、县交警大队等部门在体育广

场、永逸广场规范设置专营点，对园区内小摊小贩进行

了规范管理。

爱护环境 从我做起
县民政局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亮）为提高全民素质和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为契

机，3 月 16 日，大英县民政局组织大英县益路同行社会

工作协会和大英县志愿者协会，开展了“爱护环境，从我

做起”志愿服务活动。

上午 9 点，30 余名志愿者来到阳光丽城小区进行环

境卫生整治，志愿者们对小区内白色垃圾、烟头、塑料袋

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小志愿者们与家长配合默契，一

个用火钳捡垃圾，一个用垃圾袋装垃圾。活动现场引来

不少居民的围观，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相当有意义的活

动，能够号召所有人爱护环境，摒弃平时乱扔垃圾的不

良习惯。

环境整治结束后，协会志愿者们还为小朋友们上了

一堂“爱护环境，从我做起”的公益课，并开展了一场亲

子互动的手工课。活动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更加亲

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环城路乱象整治效果凸显

本报讯（姚昌洲 全媒体记者 蒋亮）连日来，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治理办、县交警大队、县市场监管

局、城西社区等部门认真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部署要求，积极做好高速出口

—同心路一线城市乱象整治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坚持

常态管理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取得了明显成效。

整治小组紧扣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通过宣传教

育、集中整治、错时工作、日常监管、严格督查等措施，每

天投入执法人员 30 余人次不间断对高速公路出口—同

心路拦车揽客、占道经营、乱牵乱挂、车辆乱停放等城市

乱象问题进行清理，同时对多次不听劝导的违章经营户

依法暂扣相关物品，坚决做到了“无缝隙、全覆盖”式管

理。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600 余

人次，有效治理了拦车揽客、占道经营、乱牵乱挂、车辆

乱停放等城市乱象，高速出口—同心路一线城市环境卫

生进一步改善，市容秩序进一步规范，城市文明形象进

一步提升。

不计得失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
——记诚实守信好人漆庆

2018 年 12 月，经各市州文明办审核

推荐，113 名候选人参与“四川好人”评选

活动。经专家初评、网上展播、评委会审

定，30 名候选人入选 11 月“四川好人榜”，

大英县花天坝养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漆

庆榜上有名。

“咯咯咯咯……”近日，记者来到大英

县花天坝养殖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漆庆

正在鸡舍里看鸡觅食。

“家乡需要我，我就回来。”这是漆庆

返乡创业时说的话。原本在外务工的她，

于 2014 年 4 月在大英县天保镇党委、政府

人才引进计划及村“两委”的支持下，返

乡创业。她说，希望能通过自己在外积累

的经验为家乡作出一点贡献。于是，她在

家乡天保镇花天坝村租地 150 亩，成立了

大英花天坝养殖有限公司，主要养殖珍禽

芦花鸡。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下，经过这

几年的发展，如今芦花鸡养殖已经实现年

出栏 3 万余羽，收益 300 万元，纯收入 60
余万元。

“从漆总一开始回来养鸡，我就在帮

她养，她从来不苛刻我们，每个月的工资

到时间就发了，从不拖欠。”花天坝村 5 组

村民陈跃素告诉记者，她在养殖基地帮工

的几年里，挣了点钱，也有了一定的经

验，从 2018 年 2 月开始，自己也开始独立

养了 100 只鸡，参与到芦花鸡的养殖大军

中来。

看到村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尝试芦

花鸡的养殖，漆庆是打心眼里高兴，积极

主动地传授养殖技术。“哪家的鸡有什么

问题，只要给她打一个电话，第一时间赶

到鸡舍查看的一定是她。”陈跃素由衷地

说，跟着漆总干，心里很踏实。

“我能有今天，离不开家乡人民的支

持，我一定带领大家共同富起来。”漆庆

说，自己致富了，但是家乡仍有农民还处

于贫困之中，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一定

要带领家乡人民一起走向富裕的道路。

漆庆的家乡花天坝村作为大英县天保镇

贫困村之一，产业发展模式单一，经济薄

弱，村民收入偏低。于是她积极带动广大

村民加入到养殖芦花鸡的队伍，带领大家

共同走向富裕，特别是贫困户家庭，通过

将鸡寄养在村民家，公司再进行回购，同

时向村民免费提供养殖技术，为广大村民

开拓出一条致富路。

“要想富，带动致富是条路。”漆庆告

诉记者，经过几年的摸索，芦花鸡的养殖

技术已经成熟，市场也已逐步打开，广销

云南、贵州、湖南、浙江等地。市场打开

了，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由于大英花天坝养殖有限公司形成

了“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基于

零风险养殖，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养殖芦

花鸡，现在已有 100 余户村民加入到养殖

芦花鸡的队伍中，平均每户年增收 2 万余

元。

“看见大家逐渐的过上了好日子，我

觉得再辛苦都值得，希望将我们的经验推

广出去，为更多的老百姓谋福利。”望着

鸡舍中的鸡苗漆庆说。

“干，就得干出个样来，争取三年之

内，在现有基础上规模扩大，利润翻番，

让 更 多 的 父 老 乡 亲 共 同 走 向 富 裕 的 大

道。”漆庆向政府申请，将自己的公司作

为一个现场教学基地，通过教学、实践、

分享，为更多人提供一个持续增收的途

径。

“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天保

镇的一分子，能够为家乡尽自己的一份

力，我感到很光荣。”每每有人夸她，她总

是这样回答。谦虚、务实、勤劳、不讲回

报、不计较得失，这些是漆庆身上的闪光

点，它如同标签一样，伴随着漆庆一路走

来，沿途挥洒的汗水，如同一粒粒种子，

埋下了她共同富裕的理想，悉心耕种，静

待着收获的季节。

（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成红月）近期，

为深入推进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着力改善

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形成良好的交通环

境，县交警大队开展行人违反交通信号指

示治理工作。截止目前，共查处违反交通

规则的行人 200 余人。

县交警大队根据县委县政府文明城市

创建相关要求，通过召开整治行人违反交

通信号指示工作部署会，对行人违反交通

信号灯治理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安排部

署。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制订了《全县不

文明交通行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

明确了整治时间、整治对象、整治范围。同

时，县交警大队从秩序中队抽调出部分民

警和辅警成立专项行动小组，落实责任，强

化行人违反交通指示治理工作。

县交警大队通过微信、微博公众号提

前公布行人违反交通信号指示的整治内

容，大力宣传造势。同时，每周联合辖区

驾校开展文明交通志愿者活动，组织驾校

学员积极劝导行人要文明过马路、不乱穿

乱行、遵守交通规则，释放文明交通正能

量，营造整治氛围。

县交警大队在梨园桥、花园干道、双

转盘等人流量大的路口设立 4 处行人违

反交通信号集中整治点，查处行人闯红

灯、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等交通违法

行为。并建立人行违反交通规则登记台

账，对违法行人进行身份登记，实行一周

一汇总，一周一通报制度，引起广大出行

群众的重视。同时，执勤民警对违反交通

规则的行人进行现场教育，详细讲解违反

交通规则的严重性，以及自觉遵守交通规

则的重要性。截止目前，共查处违反交通

规则的行人 200 余人。

为大力营造整治氛围，县交警大队通

过政府广场、永逸广场、步行街 LED 显示

屏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进行集中曝光，

扩大整治影响，引起广大出行群众的重

视。利用网络宣传速度快、范围广的优

势，通过县交警大队微信、微博公众号集

中曝光各类重点交通违法和不文明交通

行为，扩大宣传范围。截至目前，共曝光

违法行人 15 人。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成红月） 近段

时间以来，县经科局积极响应全国县级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号召，牵头组织通信公司

持续深入开展通信线路专项整治工作。

按照工作要求，县经科局立即安排专

人与各镇乡、社区 (园区)管委会对辖区内

管线开展“拉网式”普查，形成问题台账。

经摸排汇总，城区、乡镇有 132条街巷存在

通信设施设备乱象问题，城区有 156 个小

区存在私拉乱接、施工不规范的线缆“蜘

蛛网”等问题。截至目前，已完成了县城

区 9个农贸市场的整治，整治环城路、卓筒

大道、中海大道等主要街道的通信线路凌

乱问题 320余处，分纤箱 20余个；预计 4月

底前完成县城区主要街道的整治，6 月底

前完成各乡镇场镇的整治，今年内完成城

区住宅小区的整治，确保在 2019 年 12 月

31日前全面完成整治工作。

县经科局副局长范薇表示，下一步，

县经科局将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扎实推

进通信线路整治工作：一是强化对接，夯

实基础。加强与住建、规划等部门的对

接，在老城区实施街道改造时，将弱电地

下管网建设同时纳入改造范围。二是强

化督促，充实力量。督促通信公司专门建

立通信线路整治机构，落实专人负责整

治，为整治工作提供人力保障，提高整治

效率和质量。三是加大宣传，营造氛围。

组织各镇乡、各社区 (园区)管委会、各通信

公司集中力量、时段宣传通信线路专项整

治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确保

专项整治工作的顺利推进。

大英交警大队开展行人违反交通信号指示治理工作

县经科局扎实推进通信线路整治工作

3 月 15 日，为推动消费领域信用体系

建设，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以“信用

让消费更放心”为主题的大英县 2019 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在县商

业街朝阳广场举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付志中，副县长文林，县政协副主席林

云出席活动。

活动当天，县市场监管局、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司法局、金融机构、公用企

业、电信行业、医疗机构和广告行业等 20
余家单位企业，现场对伪劣商品进行了

集中展示，讲解如何识别伪劣商品，为群

众解答疑惑，并现场接受投诉。活动还

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单和宣传

手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现

场共设立 49 个宣传点，普及法律法规、接

受咨询投诉、为消费者答疑释惑、发放生

活常识材料和消费维权手册，共发放宣

传册 3000 余份，宣传彩页 8000 余份，现场

受理消费咨询 500 余人次。多样化的宣

传方式深受群众喜爱，现场气氛热烈，为

进一步加大打假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诚信联盟宣誓，由

民营企业代表、公用企业代表、金融保险

机构代表、市级“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

建示范单位、政府部门干部职工代表和

消费者代表共同宣读诚信誓词；为市级

“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示范单位颁发

奖牌；发布了大英县 2018 年度查处侵害

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文林表示，大英将进一步优化质量、

诚实守信经营，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安全的商品和贴心的服务；持续健全消

费维权机制，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力以赴提升消费环境，确保老百姓买

得安心、吃得放心、用得舒心。

（全媒体记者 陈波）

大英县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分
析暨总结表彰大会召开

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
着力整体水平提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3 月 14 日，大英县 2018
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质量分析总结表彰大会召开，总

结成绩、部署工作、表扬先进，进一步提升全县教育教学质

量。会议指出，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改革与发展永恒的主

题。近年来，县教育和体育局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为保

障，不断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寻求突破。要在立德树人上下

功夫，特别是校长要做好引领示范，牢固树立质量意识，补

齐短板，着力整体水平的提升。

大英依法取缔违规培训机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波）今年开学初，大英县教育

和体育局再次启动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清查校外培训专

项治理行动。

3 月 12 日，县教育和体育局与县市场管理局、县民政

局、回马镇政府、当地派出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执法队，根

据前期的专项检查结果，对回马镇某无证无照培训中心进

行了依法取缔。

本次联合执法行动，坚决打击了非法办学、违规办学

行为，规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净化了校外培训市场。

大英县 2019年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举行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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