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02 2019年4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王超 组版：袁月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

一周要闻

安居区召开 2019 年效能建设工作暨政府
服务热线工作推进会

共同推进效能建设和热线办理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4 月 28 日，安居区组织召开

2019 年效能建设工作暨政府服务热线工作推进会。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察委主任

陈发友出席会议。

据了解，2018 年，安居区效能建设和热线办理工作在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的大力支

持和密切配合下，取得了优异成绩。在 2018 年度全市目标

考核中，安居区效能建设和热线办理工作居全市各区县第

一，受到全市通报表扬。会议对安居区 2018 年度效能建设

和热线办理工作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总结，对 2019 年效能建

设和热线办理工作做了部署，并现场对 2018 年度全市目标

考核中效能建设工作先进集体进行颁奖。

肖舰强调，对于效能建设和热线办理工作，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认清形势，严格落实责任抓好整改，建立办理

台账，进行清单式管理；要尊重民意，狠练内功，抓好业务培

训，逗硬督察督办，严格考核问责，务求取得实际效果；要密

切配合，齐抓共管，理顺机制，确保内部运转高效，抓好联

动，确保外部衔接顺畅，抓好预判，从源头化解矛盾，共同推

进效能建设和热线办理工作。

区纪委监委派驻机构成立暨全
区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4 月 26 日，区纪委监委派

驻机构成立暨全区纪检监察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陈发友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纪委遂宁市安居区监委派驻机构改革方

案》《区委关于周超群等十四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并进

行了授牌、授印。

会议指出，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切实肩负起“两个维

护”的重大政治责任。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要增加“四感”，即

荣誉感、正义感、责任感、认同感；要明确工作任务，日常监

督常提醒、咬耳扯袖要持续、结合案例常反思、警示教育不

放松。

会议强调，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

硬”，高举对党忠诚的“旗帜”，补齐本领不强的“短板”，擦亮

敢于担当的“底色”，守住干净自律的“底线”，锻造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杨成林组织召开龙门村帮扶工作推进会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 4 月 25 日，安居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成林组织拦江镇龙门村“5+N”帮扶力量召开工

作推进会。

拦江镇政府、区烟草专卖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龙门村

第一书记、驻村农技员、村三职干部等帮扶责任主体分别汇

报了近期工作推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杨成林强调，“5+N”帮扶力量务必要心系群众，继续加

大帮扶力度，做好感恩奋进教育，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要强化宣传，继续加大入户走访力度，通过召

开院场会、群众会，扑下身子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提升

群众满意度和政策知晓率；要通力配合，相互协作，加快形

成主导产业，使贫困户具有长期性、持久性的稳定收入，推

动村集体经济稳步增加；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解决档案

资料不全、政策落实不够、项目推进不快、脱贫措施不准、稳

固增收不牢等问题，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冷强军率队开展在建工地节前安全生产检查

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4 月 28 日，为进一步加强五

一劳动节期间生产安全，强化各建筑施工单位安全生产意

识，副区长冷强军率队深入全区各在建工地检查节前安全情

况，全力确保假期安全无事故。

冷强军一行先后来到翰林御景、凤凰大道南延线棚改项

目、兆信安居府、天齐锂业等在建项目工地，听取了工地负

责人汇报工程进展和安全生产情况，仔细检查了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状况。冷强军强调，参建各方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切实做好“五一劳动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强工地安

全值守，防止节日期间各类突发事件；要加强建筑起重机

械、脚手架、深基坑、消防等安全防护措施；要落实项目工程

款及农民工工资支付，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要强化隐

患排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

安居区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

本报讯（王江涛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4 月 26 日，全省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

2018 年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出席安居分会场并

讲话。

就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聂洪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刻认识法治政府工作的重大意义，始终把法治政

府建设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循法而行、厉行法治，有序的推

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决策部署，

继续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

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安居法治政府建设

再上新台阶，擦亮法治安居这块“金字招牌”。

发挥农业农村基础优势
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持续优化

伴随着机械欢快的轰鸣声，四台旋耕

机正“扎”在三家镇八角井村田地里，操

作人员坐进旋耕机的驾驶室，开动机器

来回作业。没过多久，一大片土地被翻

整一新，露出了褐红色的土壤。以往，单

个劳动力翻耕土地，一天连一亩地都难

以完成，现在，这样的一台旋耕机，一天

就可以翻耕 40 余亩土地。

今年春耕，在安居大地，到处都能看

到“铁牛”耕作的情景。

“快来看，飞机洒农药咯！”在横山镇

登攀村田间不远处传来当地村民的吆喝

声，只见一台小小的轻便超低空多旋翼

无人机，携带农药在油菜地上空喷洒着

“及时雨”。

“只要操控着遥控器，就能为上百亩

面积的农作物实现自动洒药。”无人机操

纵人员告诉记者，无人机风场大，雾滴效

果好，不仅提高了农药的利用率，还能减

少农药对环境的二次污染，这样的工作

效率是人工的 10 倍以上。

建区以来，安居区农业生产加大机械

化生产设备的引入，解放了更多的劳动

力，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田间地头多了

机械化作业的身影，少了人为春耕的场

景。

15 年来，安居区积极强化农机推广，

切实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机化工

作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农机装备得

到大幅度提升。截至 2018 年底，全区农

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23.11 万千瓦，主要农

作物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了 63%，

其中主要农作物机耕水平达 94%，机播

水平达 26%，机收水平达 57%，经济作物

农机化水平达 22%。拥有各类农业机械

5.8 万台套，农机化发展已形成一定规

模，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农机

服务效益稳步增长。

同时，安居区发挥“乘法效应”，提升

农业支撑力，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按照“全域规划、长短结合、突出特色、龙

头带动、连片推进、全域覆盖”的总体思

路，围绕农业生产薄弱环节，统筹推进水

网、田网、路网配套建设，全区共建成高

标准农田 45.37 万亩，完成“两区”划定 52
万亩。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科技

示范户创建为抓手，推动特色产业品种

更新、品质优化。实施“互联网+农业机

械化”，推进“机器换人”“设施换地”，机

械化耕作水平达到 63%。制定完善一批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规范和标

准，做到有标可循、按标生产。在区级以

上农业园区和规模经营主体率先推行标

准化生产，努力实现主要农产品生产、供

给全过程标准化覆盖。落实“一控两减

三基本”要求，坚持以种定养、以养促种，

大力推进农牧结合、产加配套、粮饲兼

顾、种养循环、集约发展，推广“生态养

殖+沼气工程+绿色种植”循环发展模式，

2018 年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 ，粪

污综合利用率达 82% ，农药使用量 750
吨、化肥亩均使用量 22.5 公斤，比 2017 年

分别减少 0.93%、1.3%。

多元化产业发展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力建设

彭巧是会龙镇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的负责人。在安居区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嗅到了粮食

生产的商机，组织当地农民成立了巧农

农机专业合作社，种植水稻 500 亩，年产

稻谷 250 吨。

“通过秸秆粉碎，还田绿色防控，我

们亩产量能够达到 1000 斤左右，带动当

地就业 200 人次，发放人工工资每年 5 万

元。”彭巧告诉记者，通过这三年的发展，

不管是品牌市场还是普通市场，稻谷基

本上达到供不应求。

同样，在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生产

基地，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稻长势喜人，

记者了解到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主要种

植了川优 6203 和宜香优 2115 这两种优质

水稻，它们均属于国标二级优质水稻，也

是安居区重点推广的水稻品种。

据悉，为做大安居区粮食生产规模，

打响安居稻米品牌，安居区在全区范围

内规划建立了两大核心示范片区，大力

发展川优 6203 和宜香优 2115 特色优质

稻，在巧农农机、兴耘农机等大型合作社

的龙头带动作用下，全区水稻种植快速

发展。

近年来，安居区把粮食产能与效益的

双提升作为发展粮食产业的重要目标，

大力推广优质稻、有机稻等高效种植模

式，全区粮食总产量逐年递增。2018 年，

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 39.6 万吨，同比增

长 0.3%。

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安居区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科技成果转

化，全力打造地方精品 524 红苕产业。在

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524 红苕先后多

次参西博会、进农展、奔上海、到北京，销

售市场不断拓展，发展前景持续向好。

“万花齐放才是春”。

15 年来，安居区积极拓展农业新业

态、新产业，把产业链、价值链等现代产

业组织方式引入农业，不断丰富产业形

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围绕“一心、两路、三

优、四片”产业发展思路，以粮油高产高

效创建为抓手，采取“企业+基地+专合组

织+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建立粮油

订单生产基地，大力发展“稻—渔 /油 /菇”

等粮经复合种植模式，进一步扩大 524 红

苕、三家大米、沙田柚等优势特色产业基

地面积，建成优质粮油基地 50 万亩、有机

蔬菜基地 3.2 万亩、特色水果基地 18 万

亩、生态水产基地 3.8 万亩、绿色畜禽基

地 80 个，推动特色产业由点状、散状向带

状、块状集聚，由非优势生产区域向优势

生产区域集中。以建设省级现代农业园

区为标准，整合涉农项目打造 524 红苕、

三大水稻、柑橘等 12 个区级现代农业园

区，3 个市级现代农业园区。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创新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构建

“现在机械化作业，对我们农民来说

太省心省力了。”日前，石洞镇文星桥村
的村民告诉记者，一开春，从犁地、耙地、
深松，到施肥、播种，村上的嘉雯农机专
业合作社为当地的村民提供全套机械化
服务，村民只需要负责日常的田间管理。

“我流转了几亩地种水稻，每到喷洒
农药阶段就着急。人工贵，洒药速度还
慢。今年好了，我请专业合作社用植保
直升机几分钟就把农药洒完了。洒药除
虫效果好，有了专业服务组织，咱以后种
粮心里就踏实了。”一位水稻种植大户说
起专业合作社给他提供的低成本、便利
化服务时高兴地说。

15 年来，安居区把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提升服务能力，着力

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提升壮大农民

专业合作社，培育发展家庭农场，促进和

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向组织化、规模化、

产业化方向发展。积极引导农民依法有

序进行土地流转，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及要

求，全区土地流转面积 26.38 万亩。

如今，安居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

异军突起，迸发出巨大活力，并逐步成为

现代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全

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2 个，其中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4 个，市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4 个，专业合作社

788 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5 个，省级示

范社 20 个，已培育家庭农场 313 家，其中

省级家庭农场 11 家，专业大户 1218 户。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社+龙

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

“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模

式，把市场、企业、农户有机地联系在一

起，真正做到了“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

业，富一方百姓，活一片经济。”

15 年来，安居区积极抢占现代化农

业发展制高点，加快品牌创建，强化产业

融合。实施品牌提升、孵化、信息、创新、

整合“五大工程”，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

程，建设信息益农社 388 个，用活“遂宁

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做大“安居产”

农产品市场规模，认证“三品一标”102
个，21 家农业生产企业进入遂宁公共品

牌“遂宁鲜”协会，打造省级优质农产品

品牌 1 个。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展农业

产业链条，引进培育壮大集种加养、产供

销一体化龙头企业 3 个，加快推进粮油、

蔬菜、水果等特色优势产业精深加工。

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

系，发展订单农业、农超对接、农社对接

等直采直销模式。推进传统农业与旅游

休闲、农耕体验、文化传承、健康养生、生

态保护等深度融合，建设水上桃源等省

级农业主题公园、休闲农庄等农业新业

态 3 个，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 7 届。

过去 15 年，安居区农业特色化、规模

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步伐加快，现

代农业成效斐然。站在新的起点，开启

新的征程，昂扬奋进的安居将乘着“乡村

振兴”的东风，高擎现代农业发展大旗，

为加快建设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用智

慧和汗水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全媒体记者 王超）

4 月 26 日，虽是 4 月，气温已高达 33
摄氏度。

这样的高温天气，并没有阻止张志鸿

赶去三家中学探望初三贫困学生罗菊的

脚步。张志鸿是安居区三家镇的离退休

老干部，今年已经是 83 岁的高龄，可是他

精神矍铄，步履铿锵。他赶到学校，来不

及喘一口气，就赶忙向班主任邓家春了

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当得知孩子担任了

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时，开心地拿出 200 元

作为奖励，让她用于购买学习用品。

罗菊是三家镇堂房村五社人。早在

两年前，张志鸿了解到她家的情况，得知

她的父母均是聋哑人，她与爷爷奶奶相

依为命，爷爷奶奶都是七十多岁的人，没

有什么固定收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

是艰苦。张志鸿便决定要资助她，立即

拿出 200 元帮她购买了学习用具。为了

关爱罗菊，张志鸿不顾路途遥远，经常到

她家里家访。今年春节，张志鸿在罗菊

家里看到她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拉着孩

子的手赶到三家镇上，从头到脚给孩子

买了一身新衣服新鞋，还把她的家人请

到镇上一起过了一个快乐年。看着罗菊

身上暖和的羽绒服，她的爷爷奶奶感动

得老泪纵横，“张大哥，你的年龄比我们

还大，还这样关心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

……”

吴欣悦是三家镇三元村五社人，母亲

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神经已无法

行走，父亲弱智丧失劳动力，自己又患上

了难以治愈的“白癜风”。他不仅生活很

是拮据，心理上也走不出生病的阴影，导

致学习也难以提高。80 岁的老党员曾光

建了解他的情况后，经常到他家中走访、

到学校了解，从多方面鼓励他、关心他，

给他购买学习用品和衣服，从生理和心

理方面送去关怀，让他渐渐鼓起了生活

的信心。

大坡小学学生张磊，在年幼时便失去

了母亲，父亲常年在外务工，他与爷爷奶

奶生活在一起。奶奶年势已高，不仅要

种地补贴家用，还要照顾患老年痴呆症

的爷爷，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管他。

68 岁的老党员王宗钰经常到学校和他家

中，了解他的学习生活情况，给他送去钱

和物，鼓励他克服暂时的困难，努力学习

改变命运。

这些都是三家镇离退休老党员关爱

留守学生的一个个缩影，付元清、张生

科、张永贵……他们都是离退休老党员，

他们都是年势已高之人，但他们个个都

是身退心不退爱心永相随，关爱着镇上

的贫困留守学生。

据了解，自 2016 年起，三家镇离退休

干部党支部的 36 名离退休老党员每年都

自愿为品学兼优、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捐款，资助活动一做就是三年，他们这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赢得了师生的尊敬和

社会的广泛赞誉。 （全媒体记者 黄焱）

身退心不退爱心永相随
——三家镇离退休老党员爱心资助贫困学生侧记

沃野田畴绘新景
——安居区建区 15年农业发展纪实

15年砥砺奋进铸

在安居广袤的田野上，阡陌纵横，到处呈现着生机和活力。在这里，一项项产业规划振奋人心，一个个农业项目加速推进，一座座农业种植园勃发生
机；在这里，农业龙头企业日益壮大，特色农业遍地开花，现代农业异彩纷呈。

2004 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15.99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28 元；2018 年，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40.02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471
元。数据飙升的背后，折射的是安居区农业农村发展的质量与高度！

建区 15 年来，安居区相继被评为“全国产粮大县”、“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县”、“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区”、“全国
生猪调出大县”、“全省产油大县”、“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区”等国家级省级荣誉。524 红苕、三家大米、沙田柚、黄金
梨等成为国内知名品牌。近年来，安居区大力推进优质粮油、有机蔬菜、特色水果、生态水产、绿色畜禽“五大特色”产业发展。2018 年全区粮食播种面
积 124.7 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 39.6 万吨；出栏生猪 95 万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75.2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471 元......这一份份沉甸甸的
成绩正是对安居过去 15 年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