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2 岁的蒋传容，幼年不幸
换 上 小 儿 麻 痹 症 ，被 评 定 为 二 级 肢
残。平时行走全靠一根板凳。1992
年，丈夫因病去世。为了养活两个孩
子，几十年来蒋传容用残疾之躯挑起
家庭的重担，靠在永兴镇卖小吃抚养
孩子长大。

丈夫病逝 独自撑起一个家

1988 年，蒋传容经人介绍结识了第

一任丈夫。很快，勤劳朴实的她，有了一

个 幸 福 的 家 。 后 来 ，家 里 添 了 两 个 儿

子。其乐融融的一家人，过着虽不富裕，

但很幸福的生活。天有不测风云。1992
年，无情的病魔剥夺了蒋传容丈夫的生

命。从此抚养两个年幼孩子的重担，便

落在了蒋传容的肩上。

失去爱人，如同晴天霹雳让她伤痛

欲绝。“那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失去丈

夫的悲痛中。看着乳臭未干的两个孩

子，心像被针扎一样。”蒋传容说，虽然很

悲伤，但自己清楚生活还要继续。自己

必须尽快振作，两个孩子还要靠自己养

活，绝不能把他们送给别人。

由于没有经济收入，蒋传容带着两

个孩子上街乞讨，后来被永兴镇敬老院

收留。为了给孩子攒学费，她靠着一根

板凳走上街，卖过菜、做过鞭炮、织过地

毯、跑过客运……用自己坚强的毅力和

不服输的精神，撑起一个家，把两个孩子

拉扯长大。

苦尽甘来 迎来幸福新生活

起初，蒋传容每天背上一箩筐蔬菜，

靠一根凳子支撑走上几公里路到场镇卖

菜。因为腿脚不利索，蒋传容经常遭遇

到别人的白眼和欺凌。一次逢场天，蒋

传容像往常一样去乘公交车。因坐车人

多，正准备上车的蒋传容被旁人挤出了

车厢，重重地摔倒在地。蔬菜散落一地，

旁人更是对她冷眼：“残疾人出来卖撒子

菜嘛。”看着公交车缓缓开走，蒋传容再

也忍不住失声大哭起来。

“生活就是生活，不如意十有八九。

你哭，别人只会看你笑话。只有你过得

好，别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回首往事，

蒋传容告诉记者，自己明白生活不同情

弱者。只有更坚强和勤劳，才能换来美

好生活。

在蒋传容的不懈努力下，12 年前，她

东拼西凑在永兴镇买了一套 70 平方米的

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两个孩子

也长大成家，蒋传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

好。2012 年，她与第二任丈夫喜结连理，

夫妻俩一起做起了面食小生意。

“现在我们永兴镇、河沙镇逢场时，

去卖些包点、面条等小吃。平时没事都

在家带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谈起现

在的生活，蒋传容脸上一直挂着幸福的

笑容。

（全媒体记者 蒋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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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商联（商会）走访商务区商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4 月 19 日，船山区工商联（商会）

组织开展“大走访”活动，走进船山商务区商会，倾听企业家的意

见和呼声。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黄钰参加活动。

黄钰一行先后来到商务区银丰国际、遂宁新都和永逸百

货，通过听取介绍和现场参观的方式，了解企业和商务区商会

发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

据悉，遂宁市船山商务区商会是在区商务局、区工商联等

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支持下，由永逸集团、摩尔春天、遂宁新都、

银丰百货、利源大都会等企业和商家牵头发起，并动员、联合

商务区及周边各企业及商家自愿结成了这一地方性、行业性

社会团体。该团体旨在组织企业和商家互通信息、整合资源、

抱团取暖、共谋发展；搭建政商沟通联系平台 ,代表企业和商家

反映问题、提出建议 ,为巩固提升商务区核心商圈地位献计献

策；创新开展商会活动 ,积极打造“四好”(班子建设好、团结教

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 )品牌商会；倡议会员诚信经

营、公平买卖 ,禁止不正当竞争；配合商圈党委工作 ,积极打造

“红色商圈”、“繁荣商圈”、“特色商圈”。截至目前，商会已有

会员单位 71 家。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与会企业代表结合船山经济

发展、工商联工作、商务区商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黄钰希望，全区民营企业要坚定信心，不怕困难，抓住船

山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机遇，大力发展商圈经

济，聚人气、兴商气。商务区商会要不断增强商会凝聚力，转

变观念，推动商会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发展；要充分发挥商

会平台作用，助推商务区经济上台阶；要高起点创新思路，发

挥集体智慧，做大“朋友圈”、做实“同心圆”、做强“共同体”，实

现“共建、共享、共治”。区委统战部和工商联作为非公企业和

非公经济人士的“娘家”，要主动做好优质细致的服务，协力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

廖锦标督导城市管理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4 月 19 日，副区长廖锦标先后

来到卫星桥农贸市场、支渠巷农贸市场、滨江华府等地，督导

城市管理工作。

在卫星桥农贸市场，廖锦标一行详细了解了市场整治工

作情况。据悉，近日，育才路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区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等，对市场内秩序、清洁卫生等

开展多次联合执法集中整治市场环境。廖锦标要求，相关部

门、街道要加派人手，做好市场内清洁卫生；要规劝商户，要求

他们文明经营，巩固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随后，廖锦标一行对支渠巷农贸市场管理工作进行了现

场督导。据了解，近日，南津路街道办事处、凯旋路街道办事

处会同市交警支队二大队、区消防大队以及南津路、凯旋路执

法大队、派出所等部门，对车辆停放不规范、商户占道经营现

象等进行了专项整治，目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廖锦标强

调，各相关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加派人手，持续开展好城市管

理工作。

当天，廖锦标一行还来到滨江华府，对周边垃圾堆放点治

理情况进行了检查。

船山部署 2019年卫生健康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4 月 18 日，船山区召开 2019
年卫生健康工作暨卫健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书

面传达了中省市 2019 年卫生健康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区纪委全

会会议精神，表彰了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安排部署

了 2019 年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18 年全区卫生健康系统紧紧围绕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按照“五化一满意”工作思路，实施“九三”工作举

措，全力打造“健康船山”服务圈，努力为全区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优质、价廉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为船山经济社会发展贡

献卫健力量。

会议明确了 2019 年全区卫生健康工作的总体思路。会议

要求，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卫生健康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树立

“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努力为群众提供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服务。

要扎实做好 2019 年卫生健康各项工作，深入实施全区卫生健

康“13432”战略部署。要扎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改

革创新和健康船山建设，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改善医疗

卫生服务，切实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加快推进中医药发展，积

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持续增强支撑保障。

会上，与会人员还集体观看了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宣传片

《谁“污染”了环保局》；永兴镇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还作了交流

发言。会议宣读了 2018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文件，

安排部署了 2019 年重点工作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等工作，

并对与会各卫生健康单位负责人进行了集体谈心谈话。

曾经，银河北路西侧棚户区，由于

老城区基础设施差、规划落后，许多自

建房年久失修，既存在安全隐患又影

响群众生活。为提升城市形象，改善

群众居住环境，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部

署下，银河北路西侧棚户区改造项目

纳入船山区老城区转型升级改造民生

工程。

据悉，银河北路西侧棚户区改造在

建项目位于船山区银河北路与明霞路

交汇处，项目总拆迁建筑面积 43369.78
平方米，总拆迁 187 户。规划用地面积

31491.72 平方米，容积率为 5.04，项目总

投资 7.2 亿元，共分为南北两区，两期完

成改造。目前一期主体建筑即将封顶，

预计 2020 年底交房，届时将有 70 户居民

可搬迁入住。

唐金玉是一期棚户区拆迁户居民，

她非常关注新房的建设进度，时常约着

三五好友到施工现场了解情况。对于

棚改项目她十分理解支持。

“这个房子是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修建的，当时修建的时候规划不够合

理，自建的房子质量也不好。现在好

了，有好房子可以住了。”想着即将入住

新房，唐金玉喜悦之色溢于言表。

2014 年，南津路街道办事处便着手

动员棚户区居民拆迁改造工作。时任

南津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刘勋与街道

办、所辖社区工作人员一行天天入户做

群众思想工作。但一开始并不是所有

群众都支持。

唐金玉告诉记者，最早部分居民还

觉得迟迟得不到房子有点意见，办事处

和社区工作人员时常来做思想工作，开

导辖区居民，使居民认识到这是一项民

生工程。

为了让群众知道棚改后的好处，让

大家更加理解支持老城区改造。刘勋

天天带着工作组不停地给群众做思想

工作，帮着协调各项拆迁事宜，确保拆

迁工作顺利实施。“我们告诉居民，改造

后大家的房子不仅会增值，生活水平也

会提高，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积极支持配

合拆迁工作了。”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成立了工作专班，办事处和社区先

后成立了两个工作组，引导居民成立了

自主改造委员会，让居民的事情 自 己

办，整个工作推进非常顺利。”刘勋介

绍说，办事处和社区用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一百多户的拆迁合同签好了，工

作进展非常顺利。项目主体工程预计

今年 5 月份封顶，到 2020 年部分居民就

能搬进新家。

如今，看着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许 多 群 众 心 里 悬 着 的 大 石 头 也 落 了

地。棚改二期项目也即将全面拉开，大

伙殷切地期盼尽快实施二期棚改项目。

“别人那边都修起了，我们当然也

想住上新房子。房屋改造对于我们老

百姓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希望政府

能够尽快启动二期棚改项目。”棚改项

目二期拆迁户居民蒲城英激动地说道。

“2019 年 棚 户 区 改 造 任 务 更 加 艰

巨，按照区上的工作安排，我们还要推

动新民街片区和天宫路四组片区的棚

户区改造工作。”刘勋说，南津路街道

办事处将秉承把好事办好的原则，采

取更加有力的措施，精心组织，认认真

真开展工作，将棚户区改造的政策给

群众讲透，让他们理解支持，争取让南

津路街道辖区的城市面貌有一个大的

改观，让辖区的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

好日子。

（全媒体记者 梁惠）

一季度船山投资完成率居全市第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毅）近日，市督查组深入船山区，

对我区一季度经济工作“开门红”情况进行督查。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陆京会，以及区委绩效办、区发改局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陪同督查。

市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通港大道、田家渡渡改桥、华瓷科

技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科技项目、医疗卫生产业园项

目等项目施工现场，对我区项目建设、经济发展等情况进行详

细了解。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陆京会汇报了船山区一季度“开

门红”工作。据悉，在经济指标上，1—2 月，我区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27.22 亿元，增长 18.34%，增速排全市第一；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10.4%，增速排全市第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完成 17.17 亿元，增长 10.6%，增速排全市第六；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 12290 万元，同比增长 57.79 %，增速排全市第二，

其中税收收入 9055 万元，税收占比 73.7%。 在项目建设上，一季

度，我区 25 个市级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0.35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34.64%，超时序进度 9.64 个百分点，投资完成率居全市第一。

市督查组一行对我区“开门红”工作表示了充分肯定。市

督查组要求，船山区要继续明确目标，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要坚持以项目为龙头，推动船山产业和项目

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加强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争取中省支

持，促进项目加快建设。

银河北路西侧棚户区改造在建项目有序推进

一期工程预计2020年底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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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学校
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4 月 3 日，记者来到船山区龙凤学

校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整个施工现场到

处是一片忙碌景象。据悉，该项目预计

今年底完成主体工程，2020 年整体完工

并 投 入 使 用 。 龙 凤 学 校 项 目 占 地 123

亩，建筑面积约 7.8 万平方米，规划建成

拥有 30 个小学教学班，36 个初中教学

班 ，可 容 纳 12 个 幼 儿 教 学 单 元 的 幼 儿

园，总共可容纳 3150 名中小学生、360 名

学前幼儿以及吸纳约 200 名教职工的区

域教育中心的办学规模，同时还建设有

体育运动场及配套设施，计划总投资约

2.5 亿元。 全媒体记者 梁惠/摄

乐观豁达扛重担
——残疾人创业典型蒋传容

按照省委第四巡视组和区委巡察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区委第一巡察

组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0 日，对

区民政局 2015 年以来民政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巡察。巡察组主要

受理反映区民政局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

民政专项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违反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

与巡视巡察工作无直接关系的个人诉求、

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属

地管理原则，转交被巡察单位和有关部门

处理。干部群众如有信访举报或意见建

议，除通过省委第四巡视组公布的电话、

意见箱或邮箱等渠道反映问题外，也可采

取以下方式与巡察组进行联系。欢迎如

实反映问题、提供线索。

一、巡察组值班电话：

18282555059（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

为早 8:00-晚 20:00）
二、电子邮箱号码：
csqwdyxcz@163.com
三、信件邮箱：
船山区人民政府 A108 室（地址：市

城区嘉禾东路 55 号；邮政编码：629000)
四、意见箱设置地址：
1 号意见箱：船山区民政局门口处

（船山区顺城街 101 号）。

2 号意见箱：熊猫王子酒店一楼大

厅入门处 (市城区明月路 53 号 )。
五、信访接待点地址：
市城区明月路 53 号“熊猫王子酒店

403 办公室”。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
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第一巡察组

2019年 4月 18日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 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第一巡察组

关于对区民政局开展联动巡视巡察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