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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好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

责编 贾明高 排版 欧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4 月 9 日，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到我县

调研沈水河河长制工作，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

加快水环境生态修复和沈水河沿线防洪堤建设，

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副县长邹清，县生态

环境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陪同调研。

周霖临一行先后来到青岗镇污水处理站、青

岗河生态修复试点项目、超强农业园种养结合示

范点、洋溪镇沈水河防洪治理工程等地，通过现

场检查、听取汇报、现场问答等方式，详细了解

沈水河河面及河岸垃圾清理、河水水质、水草繁

殖等情况，并开展了河水污染源排查。

督导中，周霖临指出，沈水河水质安全与沿

线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直接关系到群众身体健

康。青岗镇要严格执行河长制，加大巡查排查力

度，强化源头管控，加快污水管网建设，加大污

水处理能力，严禁生活污水直排到沈水河中；超

强农业园要完善相应污染防治措施，抓好农业面

源污染，消除污染水环境隐患；要加快沈水河防

洪治理工程进度，在保证质量和安全前提下，顺

排工序，倒排工期，在汛期来临之前完工；要加

快沈水河沿线生态修复，构建水生动植物、微生

物为主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自身净化能力来进

行水环境生态修复，确保河流水质得到根本性改

善。

周霖临到我县调研沈水河河长制工作

强化源头治理 加快水环境生态修复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刘洋）4 月 8
日，县委书记蒋喻新带领县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到青堤乡、明星镇、沱牌镇、瞿河

乡调研农业科技园区大环线建设，并主

持召开遂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推进会，

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韬，县委副书记袁渊出席会议。

青堤乡青龙村是遂宁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农业大环线的起点，也是市级乡村

振兴试点村，蒋喻新一行实地了解了该

村产业发展和新村建设等工作。希望

该村积极推广农业标准化生产，培养一

批懂技术、懂市场的新型职业农民，在

村集体帮助下把产业发展好，把乡村建

设好。

明星镇龙胆村新村聚居点是全市农

业大环线上 19 个土坯房改造示范点之

一。蒋喻新一行走进聚居点，详细了解

建设情况和配套设施、产业布局等，希

望该村利用好地处农环线和毗邻侏罗

纪地质公园的区位优势，加快补齐“短

板”，积极探索农旅融合的发展之路。

在听取了与会县级领导和部门负责

同志发言后，蒋喻新对遂宁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前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要

系统指挥，统筹推进，各部门要统一思

想认识，积极协调配合，共同推进遂宁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各项工作。要根据

新的发展需求，做好园区规划，制定行

之有效、科学合力的实施路径。要打造

特色品牌，积极推进农业大品牌培育计

划，打造一批在全省、全国具有竞争优

势的农业品牌产品。要进一步强化保

障，加大对园区科技和创新的扶持力

度。要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理顺园

区、部门、乡镇和企业的关系，构建统筹

协调、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增

强发展动能，推动遂宁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不断取得新发展。

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黎云凯，副

县长何小江，副县长、遂宁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党工委书记蒋桂彬及县直相关

部门、部分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蒋喻新在遂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推进会上强调

推动园区建设不断取得新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4 月

9 日，射洪县 2019 年金融工作座谈会召

开。县委书记蒋喻新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进一步推进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构建银政企合作体系，不断深化金融服

务，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县

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常委、副县长

田斌出席会议。

会前，蒋喻新一行来到中国建设银

行射洪支行、射洪农商银行营业大厅，

通过实地参观和听取汇报的方式，详细

了解了智能服务情况、电子银行运行情

况和存贷款情况等。

座谈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射洪支行、

射洪农商银行等 7 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分

别就过去一年工作情况和今年工作打

算作了发言，县金融工作局就全县金融

工作相关情况作了汇报，张韬就如何加

强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等方面提出了

建议意见，田斌安排部署了下一步工

作。

蒋喻新在讲话中说，过去的一年，射

洪金融机构不断深化地方金融改革发

展，充分发挥金融自身的作用，为助力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蒋喻

新希望，各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要认

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制

度认识，正确把握金融、资本、经济之

间的关系，强化党的领导，突出以人民

为中心，树立正确的利益和价值取向；

要结合射洪实际，不断推进银政企深

度合作，建立协商机制，用活用好财政

政策和金融政策，构建起良好的银政

企服务体系和诚信体系；各金融机构

要搞好存贷款工作精细化管理，主动

作为，加大企业辅导力度，全力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要对射洪未来发展充满

信心，找准切入点和结合点，在支持中

小微企业发展、交通项目建设、棚户改

造、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展开深度合

作，促进全县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持

续健康发展，实现共赢。

蒋喻新在 2019年金融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深化银政企合作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4 月 6
日，县委书记蒋喻新带领县委办、县扶

贫开发局相关人员一行，先后到曹碑

镇、仁和镇督导脱贫攻坚和森林防火工

作，强调要以农户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在产业的长久性上做好文章，实现可持

续发展；要高度重视，按照中、省、市、县

要求，把防火安全抓好抓实，坚决防范和

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蒋喻新一行先后来到曹碑镇大田

村、曹碑村、草坝村和仁和镇光彩村、庙

子沟村，详细了解了各村阵地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情况、产业

发展情况、森林防火值班值守情况等。

每到一处，蒋喻新都与镇村干部、帮扶

干部交心谈心，要求把脱贫攻坚和森林

防火工作当做当前的重点工作抓好抓

落实。

督导中，蒋喻新指出，产业是推动

农村农业发展的主线，也是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基本点和着力点。镇村党

委要把推动贫困村产业健康高效发展

作为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重点，

充分发挥村集体的带头示范作用，结合

各贫困村区域位置、地理条件、自然资

源等具体情况，积极谋划和思考，在产

业的长久性上做好文章，探索适合农村

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模式，找到推

动贫困村产业高效发展的新路径，实现

可持续发展；镇村干部和帮扶干部要沉

下身子、进村入户，对标脱贫计划，对今

年计划退出村和脱贫人口，逐村逐户逐

人进行再核查、再梳理，严防漏评错评

错退等现象发生；要规范如实填写扶贫

手册等软件资料，严禁弄虚作假，提升

群众满意度，确保脱贫验收工作顺利通

过。

针对森林防火工作，蒋喻新强调，

要充分认识做好森林和城乡防火安全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按照中、省、市、

县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形成社会共识；

加大重点区域巡察力度，强化火源管

控；加大值班值守力度，一旦发生火灾，

按应急预案扑早、扑小，坚决防范和遏制

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当天，蒋喻新一行还督导了青岗镇

等沿线乡镇河长制落实情况。

蒋喻新深入乡镇督导脱贫攻坚和森林防火工作

以农户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做好产业持续发展文章

4 月 4 日，金华黑水浩大桥建设工地

一派繁忙景象，机声轰鸣，焊花闪闪。

据 了 解 ，新 建 的 黑 水 浩 大 桥 桥 长

247 米，引道长 29 米，采用三级公路技

术标准，车行道宽度 7 米，两侧人行道

宽度 3 米，桥梁设置有人行护栏，沥青

混凝土路面，两侧增设了照明设施，工

程概算总投资 2417 万元，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大桥建成后，将成为黑水浩

村与外界连接的枢纽，对促进水冲坝

岛的产业开发与“花溪水乡”项目建设

发挥积极作用。

工 程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 ，从 去 年 12

月开工以来，工程有序推进，被洪水冲

毁的旧桥已拆除，目前正进行水下桩

基作业。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4 月 8 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主任税清亮带队视察全县水污染防治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曾东升、贺华荣以及部分常委会委员参加视察，副县长尹全

军陪同视察。

税清亮一行先后到武安河黑臭水体整治现场、广兴镇龙潭村

取水口、涪江砂石码头、四川虹桥食品有限公司、大榆镇饮用水

源地、天仙镇污水处理厂、东岳乡污水处理厂等地实地察看，听

取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就关心的问题提出疑问，全面了解我

县目前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视察中，税清亮指出，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制定出科学高效的治理方案，建立科学的治理机制，

针对存在的问题，拿出具体可行的措施。要强化部门协作，形成

水污染防治行动合力。要对污染处理设施把好工程质量关，加

强指导、管理和维护，确保设施正常使用，要继续加强污染处理

工程监管，认真贯彻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

法水平，积极推动全县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记者从县财政局获悉：一季度，

县财政部门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认真研究新形势，积极

对接重点税源企业、重点行业，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各项支出得

到有力保障，一季度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红”，全县财政收入保持

高质量增长，重点及民生支出保障较好。

据了解，一季度全县财政收入累计完成 38426 万元，税收收

入完成 24616 万元，税收占比 64.06%，同比增加 4017 万元，增长

19.5%，税收占比同比增加 19.58%。全县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完成 12854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3166 万元，增长 21.98%，八项

支出完成 9412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818 万元，同比增长

20.2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4 月

8 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

带领县经济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县行政审批局、县欣诚公司、

县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一

行，就我县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进行调

研，强调要加快项目建设，力争早日

实现生产。

李晓曦一行来到四川朗晟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察看，听

取相关负责人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

了企业目前建设进展情况和存在的

问题，同时对环评，水电、建设进度

等情况作了全面了解。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四川朗

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汇报了企业当前的进展情况，与会人

员就当前建设等情况进行了表态发

言。李晓曦强调，企业要按照时间节

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相关部门要

做好服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

感，切实履行职责，加强与企业沟通

交流，尽最大努力帮助企业，确保项

目建设进度，早日实现生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3 月 29 日，由艾力彼医院管理

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9 中国医院竞争力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

布了“2018 年中国竞争力排行榜”系列榜单，县人民医院进入百

强行列，连续四年跻身中国医院竞争力县级医院前百强。同时

也是遂宁市唯一榜上有名的县级医院，四川省仅有 5 家县级医院

跻身百强。

据了解，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是权威的第三方调查

机构，纳入评比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全国卫生信息网络直报平台，

评比结果具有真实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县人民医院负责人表示，县人民医院将不忘初心、再创辉

煌，把该院建设成为川中地区一家医术过得硬、牌子叫得响、群

众信得过的品牌医院！

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水污染防治工作

推动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李晓曦带队调研我县重点项目推进情况

加快项目建设 力争早日投产

我县一季度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红”

县人民医院连续四年跻身
中国医院竞争力县级医院前百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4 月 10 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涂虹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射洪县调研 2019 中国龙舟公开

赛（四川·遂宁站）筹备和射洪县文旅项目推进情况，要求做好龙

舟训练，办好龙舟赛事，积极推进文化旅游项目建设，不断提升

旅游城市品位。市委副秘书长、市档案局局长郭荣伟，市文广旅

游局局长唐紫薇参加调研。

涂虹一行先后到螺湖半岛训练基地、螺湖半岛休闲康养项

目、金华沐水小镇和金华山、舍得文化旅游区，对龙舟运动员训

练和各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

在螺湖半岛训练基地，涂虹听取了龙舟运动员日常训练情况

介绍，要求基地工作人员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严格遵守安全制

度，积极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确保训练安全有序进行。要合理安

排日常训练，确保运动员以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状态参与训练，

同时积极组织我市龙舟健儿参加各类赛事，不断提高龙舟技术

和技能。要认真总结运用成功经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龙舟

品牌赛事，丰富群众体育活动。

在螺湖半岛休闲康养项目现场，涂虹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实

施进度和亮点打造情况，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给予肯定。在金华

山读书台，涂虹实地查看了中山门等在建项目推进情况，要求项

目负责人要进一步提炼主题和特色，通过巧妙精美的呈现形式，

给游客留下深刻的记忆。在舍得文化旅游区，涂虹逐一查看了

正在建设中的博物馆和景区东大门，鼓励企业要积极打造一流

的旅游项目，向各地游客讲好舍得故事。要打造分众化的文化

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升景

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遂宁，感受舍得文化。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茂陪同调研。

涂虹调研 2019 中国龙舟公开赛（四川·遂宁站）筹
备及射洪县文旅项目推进情况时希望

办好赛事建好项目
不断提升旅游城市品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4 月

10 日，射洪天马年产 50 万吨高档轻

量化玻璃瓶项目现场会召开。县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税清亮，副

县长尹全军，县经济科技局、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局、县交

运局、县人社局、沱牌镇等相关部门

和单位以及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税清亮一行先后到 50 万方回填

土方取土现场和项目用地区域实地

查看，就相关工作和问题现场办公。

主要解决项目地块回填增量、水电气

光纤管网铺设和项目区域内排洪沟

改建优化等问题。

税清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要加强协调配合，合理规划、抓紧实

施，切实做好项目立项、报批、设计等

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项目主体工

程开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充分

考虑各方面因素，抓好征地拆迁、防

洪排涝，以及水、电、气、光纤和污水

管网建设等各个环节工作，注重生态

环境保护，搞好社保、拆迁补偿等各

项资金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射洪天马年产 50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瓶项目现场会召开

加快推进项目主体工程开工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