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要闻 责编：李志 组版：杨洋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火 灾 是 森 林 最 凶 恶 的 敌 人

为认真做好森林和城

乡防火安全工作，遂宁市

应急管理局严格落实应急

值守制度，防范自然灾害，

监督安全生产，做好应急

救援准备。值班电话公布

如下 :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特

服电话:12350
遂宁市应急值班电话:

6805625，18398152701

公告

大英县人大常委会开展被任命人员履职评议

剑指短板辣评议任后监督敢较真
要闻 简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4
月 18 日上午，问瓷遂宁系列活动社

会集智座谈会在市体育馆举行。会

上，市直关工委、市文广旅游局、市

教体局、四川宋瓷博物馆、川职院文

旅学院、问瓷遂宁活动执行团队的

代表们就“问瓷遂宁 我为城市代言”

系列活动展开热烈讨论，并集思广

益，为下一步活动的提升支招。

今年，问瓷遂 宁 系 列 活 动 将 依

托新建成的”宋瓷文化中心“，通过

读瓷、听瓷、赏瓷、制瓷、鉴瓷、品瓷

等多种体验形式，和社会教育导师

与 学 员 互 动 分 享 国 学 和 传 统 文 化

等方式，更好、更集中地展现遂宁

的城市魅力，让广大市民，尤其是

广大青年学生，充分了解遂宁的历

史文化、宋瓷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

据悉，今年一季度，问瓷遂宁系

列活动已开展 22 场，共计 1100 多人

参与活动。

问瓷遂宁系列活动集思提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4
月 24 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

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在成都视察第七

届成都农博会遂宁馆筹备情况，强

调要结合遂宁特色，突出遂宁农产

品特色亮点，进一步打响“遂宁鲜”

品牌，全力以赴做好本届农博会参

展的各项工作。

在成都农博会遂宁馆现场，周霖

临详细查看了布展情况，并与正在

准备商品的参展商家深入交流。他

指出，遂宁展馆布置要充分体现遂

宁“一核三片、四区协同”区域发展

新格局，突出遂宁建设成渝发展主

轴绿色经济强市的发展定位，让遂

宁优秀的农产品、“遂宁鲜”品牌开

拓更大的消费市场，进入更多消费

者的心中。他要求，各相关部门要

抢抓时间、尽心筹备，对展馆布展进

行再完善，务必突出遂宁特色，扩大

遂宁影响力。

据悉，本届成都农博会于 4 月 25
日开幕，为期 4 天，展览内容包括“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成果展示、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国际交流合作、

成都都市现代农业、品牌农产品贸

易、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农资农机及

农业金融保险服务等内容。

周霖临视察第七届成都农博会遂宁馆筹备工作

全力以赴做好农博会参展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近日，遂宁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第

三届三次理事会暨表彰大会召开。

会议听取审议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第三届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讨论

修改并通过有关决议。副市长雷云

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抢抓机遇、敢为人

先，夯实主业、力谋发展，把企业做

大、做强、做优，在担当社会责任、贡

献自身力量的同时，实现企业高质

量发展；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要加强政治立会，坚持服务兴会、民

主办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当好

政策法规的普及者、深化改革的推

动者、能力素质的提升者、党的建设

的组织者，为个体私营企业搭建发

展平台，让会员群众真正感受到协

会是会员之家，协会干部是最可信

赖的娘家人、贴心人；企业家要坚定

创业信心，勇于开拓创新，诚信守法

经营，增强社会责任担当，在扶贫攻

坚、乡村振兴、扶危济困、捐资助学

和 社 会 公 益 等 事 业 上 强 化 责 任 意

识。

会议还签订银协合作协议，表彰

了文明诚信守法会员和扶贫济困榜

样。

我市召开个体私营经济协会第三届三次理事会暨表彰大会

发挥桥梁作用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东湖丽景二期
办理产权的公告

各位业主：
东湖丽景二期房源（1 栋、2 栋、9

栋、10 栋）已经开始办理产权了，请

各位业主带齐各种相关资料，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起到东湖丽景售楼接待

中心（河东三桥摩天轮对面）办理手

续提交事宜。

详情垂询电话：0825-8096677
遂宁中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0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公 告

尊敬的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健坤商贸物流综合服务中心项目（6

号二期工程）即“新天地·欢乐里”一号楼 LOFT 公寓已

具备交房条件，请业主携带买卖合同原件、收款收据原

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到遂宁

太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处办理接房手续。

物业咨询电话：0825-2328888
营销咨询电话：0825-2328899/2818888
特此公告！

遂宁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6日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省交通运

输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四川省废铅蓄电池

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动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川环办发〔2019〕15 号）、市生

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

和跨区域转运试点单位申报的通知》（遂环

函〔2019〕66 号），我局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组织召开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

运试点单位评审会，对试点申报单位提交

的资料进行了审查，根据评分结果，拟由遂

宁容俊永强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成都

市光洁环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试点单

位，现将试点单位信息公示如下：

一、船山区（含经开区、河东新区、高新

区）试点单位信息

法人名称：遂宁容俊永强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蒲俊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0MA62673R14
二、射洪县试点单位信息

法人名称：成都市光洁环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7130439595
三、公示时间

2019 年 4 月 25 日—2019 年 4 月 28 日

以上事项如有异议，请联系市生态环

境局，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市生态环境局 苟伟

联系电话：0825-2391015
地址：遂宁市船山区西山北路 228 号

210 办公室 邮编：629000
遂宁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 4月 25日

关于遂宁市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试点单位的公示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深入学习贯彻市“两会”精神

作为本届大英县人大常委会探索

加强干部任内监督的有效尝试，4 个

月来，接受评议的对象结合县人大常

委会提出的评议意见进行整改，并提

交了整改方案和整改报告。

直面短板 辛辣评议“动真格”

“公共法律服务专业人才缺乏，公

职律师规范执业有待加强”“推动旅游

重点项目力度不够”“部分行业企业安

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检察业务

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超前思考

和创新举措”……2018 年底，在被任命

人员履职评议会上，大英县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议对象

履职中存在的不足。评议结束后，县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 6 名被评议对

象进行测评、打分，并当场宣布测评结

果。评议意见及测评结果既报告了县

委，又及时印发给被评议对象。

大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鸽是此

次接受履职评议的对象之一。作为一

名在法院战线工作了 23 年的“老人”，

王鸽不仅为工作单位争取了诸多荣

誉，并多次受到省、市、县的肯定性批

示。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然而

在会上，面对评议人员提出的“传帮带

作用发挥不充分，精英法官培养不足

和工作要求过分严格”的问题，王鸽直

言有些“意想不到”。

和王鸽一样对被任命人员履职评

议会“大动真格”意想不到的还有大英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娟。她说：“我是

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干部，以前述职只

是提交报告，这还是第一次面向常委

会组成人员报告自己的工作。提出的

问题都很辛辣，我感觉是动真格了。”

据了解，为了做好此次评议工作，

会前，大英县人大常委会成立履职评

议工作调查组，深入各单位及管理服

务对象，听取评议对象履职情况汇报，

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座谈会，走访并

征求分管联系县级领导的意见，全面

了解被评议对象履职情况。通过梳理

汇总，累计收到意见、建议 30 余条，并

反馈给被评议对象，督促其未评先改、

边评边改、评改结合，为常委会民主评

议打下坚实基础。

盯住不放 力促整改见成效

在被任命履职评议会结束后，一

场如火如荼的整改行动在各被评议人

员中开展起来。

“平时忙于业务的提升，却没有认

真考虑带动身边的同事共同成长，对

于同事提出的意见也没有很好沟通。”

根据评议人员提出的建议意见，4个月

来，王鸽进行了严格的整改。开设专

业辅导课、参与部门的例会讨论和业

务讨论，认真听取同事提出的意见，并

给予专业的分析和讲解……王鸽的整

改措施得到了同事的认可，也受到了

大英县人大常委会的肯定。在做完整

改报告后，他激动地表示，履职评议是

展示工作成效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

肯定我们的工作成绩，增强了我们工

作的信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自

身的不足，并能够加以改进得到提升。

另一边，刘娟则在“忠”“实”“责”

“廉”上开始了整改行动。为做到有效

整改，刘娟加强与履职评议工作调查

组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这

不仅是人大工作的一次尝试，更是自

我提升的一次机会。”刘娟说。

为了让整改“改”出成效，大英县

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口联系委、室盯住

被评议对象履职中的薄弱环节，加强

跟踪回访，督促被评议对象立说立行、

立行立改，并按时限提交整改方案、整

改报告。同时逗硬审核把关，整改方

案不具体不放过，整改报告未回应履

职评议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改进

意见不放过。1 名被评议对象整改方

案被打回重写，6 名被评议对象的整改

报告分别被返回一次或二次修改。

在针对评议会上提出的帮助基层

化解矛盾纠纷不够深、实、细的问题，

大英县司法局局长李前霈制定出专门

的整改举措。从责任到人、专项排查

到形成合力，李前霈拿出了具体的整

改举措。他说：“不能把履职评议当做

一种形式，而要踏踏实实将整改落实

到位。”

大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朱俊华告

诉记者，开展任后监督的目的是总结

经验、发扬成绩、改进不足、推动工

作，在监督支持中营造敢担当、善作

为、创佳绩的良好氛围，为加快大英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完善履职评议相关制度，确

保任后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杨卫国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4月 23日，大英

县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二次主任

会议，听取 6名被任

命人员整改落实常

委会履职评议意见

的情况报告。这个

环节来自于去年底

大英县人大常委会

召开的被任命人员

履职评议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大英

县人民法院、县人

民检察院以及县司

法局、交运局、旅游

局、安监局 4个单位

的负责人通过口头

述职与书面述职相

结合的方式，向县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亮出成绩单，并

接受满意度测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实

习生 蒋庆）4 月 24 日，在“香约遂宁

膳在蜀中”遂宁名宴评选活动进行半

决赛评定的第二天，行业专家、权威媒

体、大众评审公开品鉴四处参赛单位

参选的“名宴”菜品，并进行现场打分

评选。

评 审 组 一 行 先 后 前 往 陶 德 砂 锅

居、琪兴大酒店、天下盛筵大酒楼和开

发区宽庭私家小厨进行半决赛评选。

在评选现场，评审组纷纷体验、品鉴了

四处参赛单位展出的砂锅宴、锦翠佳

宴、天下盛筵甲鱼宴和全牛宴，并对展

出宴席菜品作出点评。行业专家就宴

席菜品搭配、烹饪方法对参选单位提

出了相关改进建议和意见。

据介绍，此次半决赛评选要求各参

赛单位从中餐宴席、主题宴席和家庭宴

席三种方案中任选一种参赛，评审组将

着重从宴席菜品搭配、宴席原料的烹制

加工、食材刀工手法和各宴席独特的风

味特色等方面进行评选，并将从为期 6
天评定的 24家参赛单位中评选出 22道

“名宴”入选遂宁名宴总决赛。

“香约遂宁 膳在蜀中”
遂宁名宴评选活动进行半决赛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