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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花丛中搭高台，歌声飞到云天

外。3 月 20 日，“陌上花开丹凤来 喜

迎建国 70 周年”国家一级演员敖长

生反哺家乡个人演唱会在凤来槐花

沟成功举行。当天，4 万余观众赶到

现场观看，掌声雷动；40 余万网友通

过网络直播同步观看，好评如潮。在

演唱会结束后，敖长生接受了本报的

专访。

记者：敖老师，首先祝贺您演唱

会取得了圆满成功。看到这么多的

观众前来聆听您的歌声，此时此刻，

心情怎样？

敖长生：无比感动，难以言表！

今天是星期三，本以为不会有多少观

众，但看到田野里、山坡上、树上、楼

顶上都挤满了人，心情特别激动。我

知道有从上海、广州、安徽飞过来的，

也有重庆、成都、绵阳等地开车过来

的，有徒步近 10 公里走过来的，还有

凌晨 3 点就出发赶过来的……我特别

感谢他们的到来。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家乡的

田野里举办个人演唱会？

敖长生：这次的个人演唱会，是

为了自己心中多年的一个心愿，就是

想在家乡的田野上，以最朴素的方

式，在自己的家门口为家乡的父老乡

亲办一场演唱会，让家乡的父老相亲

都能看我的表演。母亲在世时，就常

常问我，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给家乡的

父老乡亲唱歌啊？今天，也算完成了

父母亲的心愿。我相信，今天，他们

的在天之灵一定能够听到我的歌声，

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同时，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乡村振兴、脱

贫攻坚奉上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认

识射洪，认识凤来。今年也是建国 70
周年，在家乡的田园里放歌，也是一

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您觉得今天的演唱会跟您

以往的演唱会有什么不同？

敖长生：在空旷的田野里放歌，

比在音乐厅、体育场演唱更有难度，

这也是一次自我的挑战。今天观众

是最多的一次，大多是父老乡亲，乡

里邻居，看到他们，都特别淳朴，特别

亲切，《鸿雁》《母亲》《天边》等歌曲

都是哽咽着唱完的。 3 个小时的演

出，虽然汗水湿透演出服，腿也软了，

但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值得。

记者：今天，您 6 岁的女儿也为乡

亲们献上了甜美的歌声，您是怎么想

到带着自己的女儿来参加演出的？

敖长生：当我作出决定要回乡演

出的时候，家里人都特别支持。女儿

是主动要来唱歌的。她没有专门学

过音乐，而且今天感冒了，说话声音

也有些嘶哑，但她还是坚持要上台表

演。我想，这就是剪不断的乡情吧，

她虽然出生在上海，但也是射洪人，

她的根在凤来。

记者：您曾经为家乡作曲写了一

首歌《诗画射洪等你来》，并个人出钱

将歌曲制作出来，以表达对家乡的热

爱。作为一名射洪人，作为遂宁的旅

游形象大使，您还会为推介家乡做哪

些努力？

敖长生：家乡养育了我，培养了

我，能够为家乡做一些事我觉得很有

价值。无论是市上、县上、镇里还是

乡村，只要家乡有召唤，父老乡亲有

需要，我都会回来。这些年来，我一

直在努力推介我的家乡，通过微信、

微博和演唱会，让更多的粉丝认识我

的家乡。同时，我会努力创作更多家

乡题材的歌曲，不断提高家乡在省内

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家乡有召唤 我就会回来
——国家一级演员敖长生专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为维

护生态环境和加强渔业资源保护，

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行

为，3 月 26 日，县农业农村局、县公

安局水上派出所等部门执法人员，

在太湖开展禁渔期联合巡查执法行

动。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乘坐两艘

执法船沿着太湖水域，对沿河两岸垂

钓的少数市民进行了劝离，并现场进

行了法律宣传。在三桥水域附近，执

法人员发现多个水下捕鱼暗网，这是

国家明令禁止的一种捕捞渔具，对渔

业资源环境破坏较大。执法人员随

即对河面上的渔网等渔具进行强制

拆除，将起获的鱼虾当场放生，而收

缴的渔网、虾笼、抬网等渔具，将进行

集中彻底性销毁。

据了解，今年我县禁渔期是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禁止一切

非法捕捞行为。下一步，我县将继续

加大执法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

鱼行为，确保太湖渔业资源得到有效

养护，让河水更清、景更美。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
近日，全县财政工作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总结回

顾 2018 年度财政工作，分析当前

经济及财政形势，安排部署 2019
年财政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

彬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悉，2018 年，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总收入完成 531179 万元，

同 比 增 加 71051 万 元 ，增 长

15.44%；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总支

出 523451 万 元 ，同 比 增 加 69589
万元，增长 15.33%。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总规模首次突破 50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68913
万元，居全省区县前列；均衡性

等财力性转移支付新增 6871 万

元，为全县重大项目的实施和各

项民生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财力保障。

杨文彬充分肯定了 2018 年工

作成绩，并对 2019 年的财政工作

提出了要求。他指出，在客观评

价我县财政工作成绩的同时，要

理性地判断和分析当前我县财政

工作面临的形势，从容应对新的

挑战，克服前进中的困难，争取

取得新的成绩和荣誉。全县财政

工作要坚决贯彻上级关于财政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重要要求，充分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全县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和

政策支撑。

会议还对 2018 年度全县财政

系统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作了通

报表彰。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
高）为进一步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3 月 27 日，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杨文彬，副县长、县

公安局局长陈良带领交运局、应

急管理局、交投公司等部门负责

人深入 G247 罗湖路口现场指导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杨 文 彬 一 行 对 G247 罗 湖 路

口隐患情况进行实地查看，认真

听取了交警大队对该路段目前存

在的安全隐患、整改建议等相关

情况汇报。

杨文彬要求：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相互配合，扎实做好隐

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及时消除隐

患；邀请专家对 G247 罗湖路口交

通流进行设计，采取交通渠化、

隔离、信号灯等措施确保路口交

通安全；完善交通标志标线，科

学设置信号灯和减速带，提醒行

驶车辆注意行车安全；交警大队

要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查

超速、超员、酒后驾驶、疲劳驾驶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保障路面

通行秩序，预防交通事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3 月 28
日，遂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创建特色

健身项目之乡命名暨工作推进会在我

县新世纪广场举行，市老体协主席魏

福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杨文彬以

及全市各区县、园区老体协负责人和

受表彰命名的 16 个单位代表等出席会

议。

会上，杨文彬代表县委、县政府对

此次会议在我县举行表示祝贺并致

辞，市老体协主席魏福友在讲话中指

出，遂宁市创建“特色健身项目之乡”

命名授牌活动是我市进一步贯彻落实

党和政府关于老年人体育工作的方针

政策，推动中老年人文体健身、全民健

身更好更快发展的举措，旨在通过引

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推进老年体育

工作和全民健身事业同步发展，让更

多的中老年人和其他年龄人群走向运

动场、走向健康快乐，以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是以

创建工作作为载体和抓手，把老年健

身工作与老体工作水平提上一个新高

度。

随后，会议对我县平安街道办事

处、蓬溪县天福镇等 16 个乡镇（街道）

授予了“遂宁市特色文体健身项目之

乡”称号，并进行了授牌。

会上，来自平安街道办事处、子昂

街道办事处、大榆镇、瞿河乡的 4 支文

体队还进行了特色健身项目展演。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
高）为 进 一 步 改 善 道 路 通 行 条

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有效预

防和减少交通拥堵情况的发生，

确保市民有一个安全、畅通、有

序的道路通行环境，3 月 28 日，副

县 长 邹 清 带 领 县 规 划 局 、住 建

局、城投公司、执法局等部门负

责人实地调研城区交通建设。

调研中，邹清一行对虹桥路、

红专路、新阳街路口渠化、改造

工作进行了实地查看，认真听取

了各部门对道路渠化、改造情况

的汇报。邹清要求：施工单位要

加快施工进程，尽快恢复道路通

行；要完善路段交通标志标线设

立施划工作，提醒过往车辆、行

人注意交通安全；对路口停车泊

位进行取缔，预防交通拥堵现象

的发生；交警大队要加强施工路

段、车流量较大路段交通指挥疏

导及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确保道

路交通畅通、有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
3 月 29 日，副县长尹全军带领射

洪生态环境局、县住建局、县执

法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我县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

尹全军一行通过实地查看在

建项目施工现场的方式，详细了

解了目前城区范围内造成扬尘现

象的主要原因，相关部门分别就

如何进一步抓好规范化施工进行

现场交流探讨。

尹全军在当天的调研过程中

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是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净空、净水、净土三

大攻坚战之一，抓好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既是重要政治任务，也

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他强

调，优异的空气质量是幸福生活

的第一体验，关系到市民的幸福

健康指数，相关部门一定要充分

认识、高度重视，进一步增强工

作自觉、增强工作措施、增强责

任落实，以综合施策、从严管控

的 力 度 ，抓 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作；要充分发挥好职能作用，突

出重点，开展防治，做好源头管

控，做到标本兼治。

全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创建特色健身项目之乡命名暨工作推进会在我县举行

把老体事业提上一个新高度
全县财政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杨文彬现场调研 G247罗湖路口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改善通行条件 预防交通事故

邹清调研城区交通建设

确保道路交通畅通有序

尹全军带队调研我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突出重点 做好源头管控

本报讯（蒋晓凤 全媒体记者 贾明
高）今年以来，县市场监管局按照标本

兼治、着力治本的要求，深入开展各项专

项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取得明显成效。

“春雷行动”对薄弱环节“亮剑”。

采取“错时”“紧盯”“突击回访”工作

法，在全县展开拉网排查，重点紧盯未

取得许可经营、进货查验义务履行不

到位、产品标签虚假标识等薄弱环节，

及时曝光不合格经营单位。截至目

前，共立案 63 件，结案 10 件，收缴罚没

款 30 余万元。

在开展常规春季学校食堂及其周

边专项整治的同时，对照成都七中实

验学校问题，进一步加强与县教体局、

各乡镇政府、卫生院、派出所等多部门

协同对全县现有的 166 家学校开展地

毯式排查，共检查学校及校园周边食

品 经 营 单 位 341 家 次 ，发 现 问 题 230
个，立案 11 件，对 90 余名学校负责人

和配送单位负责人开展“双向约谈”，

及时通报问题突出学校 5 家，并推送县

教体局追责处理相关负责人。

与此同时，约谈会议营销负责人

和保健食品经营者 40 余人，签订《保

健品经营单位规范经营承若书》,“红

瑞乐邦”等 9 家会议营销单位主动退

出射洪市场；射洪县市场监管局与临

近的三台县市场监管局签订《保健市

场执法联动协作协议》，双方探索建立

“五三三”两地联动协作工作机制，为

“保健”产品（服务）市场执法提供有力

保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3 月 28
日上午，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的

射洪县 2019 年度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班

在县文化馆开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

200 余名技术人才参加培训，这是我县

连续第三年举办的类似培训班。

本次农村建筑工匠培训为期 3 天，

邀请了相关专家教授围绕村庄规划建

设政策法规、建筑识图、施工技术、施

工安全、建筑材料等内容，采用理论与

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实践经验进

行培训和讲解，为学员提供通俗易懂

的理论讲解，便于学员将所学知识应

用到实践中，做到学以致用。学员经

考试合格后，颁发四川省建设厅制定

的《农村建筑工匠资格证书》。

在开班仪式上，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要求参训人员要

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注重提高

自身素质；要紧跟农村建设步伐，积极

参与支持乡村振兴工程建设；要珍惜此次

培训机会，争取学有所得、学有所成。

我县 2019年农村建筑工匠培训班开班

提高农村工匠技术水平
规范农村房屋建设行为

我县亮出食品安全三大行动成绩单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我县开展禁渔期联合执法行动

禁渔期禁止一切非法捕捞

本报讯（谭建兵 全媒体记者 贾明
高）“这次的个人演唱会搞得好，让我

在家门口既听到了敖长生的歌声，又

学到了很多的税收知识，感受到了现

在税收政策为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实实

在在的优惠，很贴心！”现场观众老宋

激动地说。 3 月 20 日，县税务局组织

青年税务干部到国家一级演员敖长生

反哺家乡个人演唱会暨凤来镇首届李

子花节开幕现场，开展税收宣传活动，

将最新税收政策和减税降费措施第一

时间“传递”给社会各界人士，获得了

广泛“点赞”。

活动中，税务干部搭建宣传咨询

站，围绕减税降费、税收优惠、办税流

程等群众和纳税人普遍关心的热点、

疑点、难点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

和讲解，并深入群众和纳税人中宣传

农民工返乡创业税收政策、个人所得

税等相关内容，发放税收宣传资料，引

导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社会公众积

极协税护税。

当天，共发放税收宣传资料 4000
余份，接受咨询 100 余人次，解答涉税

问题 40 余条，现场气氛热烈，取得了

宣传实效。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许竣
钦）3 月 27 日，我县花果山城市公

园提档升级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

召 开 。 县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长 邓

茂，副县长邹清出席会议。

会上，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对

花果山城市公园提档升级的初步

设计方案进行了介绍，县综合执

法局、县城投公司等单位对项目

涉及的拆违治乱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了汇报。

邓茂强调，目前项目前期各

项工作已经展开，宣传工作要进

一步加强，县电视台、报社要及

时报道工作进展情况，动态反映

工作进度；其他相关部门要细分

目标任务，做好各项工作方案，

进一步明确今年工作任务，细化

到月，同时每天要及时向领导小

组反馈工作进度和工作量，做到

日清，并做好工作简报；前期详

细规划设计工作要加大力度和进

度，尽早使项目详规在规委会获

得通过；当前，相关职能部门要

清理好区域内各违建的拆除范

围，有条不紊搞好拆危治乱，及

时展开对主要道路的改造和部分

景点的修复等工作，争取在 10 月

1 日前，整个公园的提档升级通

过前期的风貌塑造，车道、人行

道等道路改造能初见成效，达到

道路通达，垃圾箱、厕所等配套

设施得到增强，确保整个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

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县文广

旅游局、县综合执法局、县民宗

局、县城投公司等相关部门人员

参加会议。

我县召开花果山城市公园提档升级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会

确保整个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县税务局巧借乡村振兴舞台开展税收宣传

发放税收宣传资料 4000余份

敖长生与乡亲合唱

税务干部现场开展税收宣传

执法人员收缴非法捕捞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