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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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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初就向撂荒地‘宣战’，利用

产业扶持资金，选择一部分面积较大的

撂荒地进行整理，目前已经整理了 200 多

亩，今年计划整理 300 亩。”闫军说，村里

去年通过脱贫验收后，全村群众产业发

展意识明显增强。今年初，通过村民大

会，全村干部群众形成了共识，要把产业

扩展到二台土以上。

说干就干，帮扶单位和镇村一道邀

请了市、县果蔬种植相关专家来村实地

查看，认为适合在二台土以上的撂荒地

种植清脆李。于是，镇村干部组织到成

都蒲江、龙泉驿和简阳等地进行考察，与

简阳市文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达成

了合作意向。今年，在该公司的指导下

发展了 300 亩清脆李，树下还套种了黄

豆、刺梨。

“清脆李是李子中品质比较高的一

个品种，近年来市场售价在每斤 6 元左

右，我们计划 10 月份再栽植 2 万株，两年

后就可以挂果。”闫军说，村委会当业主，

村民通过土地入股，保底收益，同时有劳

动能力的还可以通过务工获得一部分收

入。等到丰产后，村民们还可以“分红”。

“一听说要在撂荒地种李子树，我马

上就把自家的 2 亩地入了股，自己也参加

了土地整理。”贫困户徐世凡说。

与三房村相邻的玉丰村，村民们已

在业主玉丰天成种植合作社的带领下，

在 900 多亩撂荒地上种植了藤椒。

“玉丰村山地多，缺水，藤椒就成了

这里的主打产业。”据合作社负责人温卫

东介绍，藤椒耐旱，市场销售好，丰产期

每亩预计可达到 7700 元收益。等群众掌

握种植技术后，合作社将把藤椒地返包

给大家，由合作社提供种苗和管理技术

并包回收，以此进一步激发群众发展产

业的信心。

“因为是山地，路不好走，所以一直

荒废着，没想到还能流转出去，我的 8 亩

地光每年租金就是 3000 多元。”贫困户熊

素芳说，去年她在合作社务工，挣了 4000
多元，今年她的信心更足了。

“村集体以产业扶持资金 20 万元入

股，目前是每年 1.2 万元的保底分红，丰

产期后，每年至少不低于 3 万元。”村支书

周兵说，藤椒产业的引入，逐步唤醒了包

括贫困户在内的全村群众。大家正鼓足

干劲，誓把穷村变富村。

洋溪镇党委书记胡光武说，除了三

房村和玉丰村外，该镇还在贫困村金峰

村引进鹤驰农业利用撂荒田 150 余亩发

展稻田养鱼，贫困村天河村整治撂荒田

60 余亩用于小杂粮种植。此外，在非贫

困村，整理撂荒地也逐步铺开。未来将

在立体式产业发展的驱动下，逐步实现

村庄更美、群众更富、村集体更强。

（全媒体记者 刘洋 贾明高）

今年射洪县洋溪镇计划整理300亩撂荒地，利用产业扶持资金发展产业，巩固脱贫成果

盘活撂荒地 村民增收益

暮春时节，射洪县

洋溪镇三房村村委会对

面的荒坡上，“第一书

记”闫军正和村民们一

道清理杂草。不远处，

挖掘机正在对低洼处进

行回填，荒芜了多年的

山地逐步呈现出整洁的

“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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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近日，我市正式启动

农民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据市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4 月－5 月底，

各县（区）、市直园区开展全面排查，对有问题的合作

社登记造册，建立问题台账；从 6 月－9 月底，组织开

展问题查处和分类处置；10 月底前，总结清理整顿情

况，并报送市农业农村局汇总。

据介绍，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截止

2018 年底，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已达 2944 个。

但在发展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数量扩大过

快，运行不规范；“空壳社”“僵尸社”较多，影响农民

合作社声誉和农民入社积极性；存在吸储资金，影响

社会稳定风险；运营模式落后单一，缺乏市场竞争

力；联接小农户不紧密，作用发挥不充分；制度建设

滞后，依法经营意识淡薄等问题。

此次“空壳社”清理整顿主要包括：无农民成员

实际参与、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不善停止

运行、涉嫌以合作社名义骗取套取国家财政奖补和

项目扶持资金、群众举报的违法违规线索、从事非法

金融活动等六类问题。

根据排查结果，对存在问题的合作社将依法依

规进行清理，分类处置：对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无实

质性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的合作社，引

导其自愿注销；对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营活动、申

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

结的合作社，可采用简易注销方式办理注销；对有生产

经营活动、运行管理不规范的合作社，通过开展有针对

性的法律政策宣传，指导其对照法律法规，完善管理制

度，规范办社；对发展遇到困难的合作社，及时跟踪帮

扶；对缺乏合作社组织特征，但符合其他市场主体设立

条件的，可引导其自愿设立、依法登记，并从政策咨询、

经营方式等方面做好指导服务。

2019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二次
（扩大）会议召开

做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5 月 6 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第八次（扩大）会议召开后，我市随即召开了 2019 全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全

省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迅速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

扎实做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各项工作，巩固发展专项

斗争压倒性态势，为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以优

异成绩向新中国 70 华诞献礼。要对标“两个清单”，确保整改落

实到位；要聚焦重点线索，确保核查复查到位；要突出重大案件，

确保打击处理到位；要紧盯乱点乱象，确保专项整治到位；要坚

定从严治党，确保反腐打伞到位；要立足党建引领，确保固本强

基到位；要加强统筹调度，确保组织保障到位。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徐承主持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于强出席会议。

我市启动农民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

六类问题将被分类处置

我市发布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截至去年底，全市排查发现纳入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329处，其中10处被列入2019年

市级地质灾害隐患点

根据《遂宁市 2019 年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全市共 329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其中蓬溪县 97 处、大英县 85 处、安居区

55 处、船山区 49 处、射洪县 34 处、市直

园区 9 处；按照灾害类型，其中崩塌 158
处、滑坡 135 处、不稳定斜坡 36 处。地

质灾害隐患共威胁 1940 户、18013 人，潜

在经济损失 58189 万元。

针对我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严

峻形势，《遂宁市 2019 年地质灾害防治

方案》指出，我市各级各部门要协同联

动、落实责任。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要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

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工作；应急部门要

做好地质灾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组织、

协调工作，气象、住房城乡建设、水利、

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做好

各自领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卫生健

康、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要在地

质灾害发生后及时做好医疗救护、卫生

防疫、药品供应、社会治安等相关工作，

并做好各项物资准备和技术队伍人员

配备，加大用于地质灾害预防、监测、演

练、应急处置、群测群防、避险搬迁、治

理和宣传培训等的投入。在每一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组织开展至少一次地质

灾害应急预案避险演练。同时要规范

检查、强化值守，汛期及时开展地质灾

害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完善

隐患点信息及值班制度、灾害速报制

度，向社会公布地质灾害报警电话，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全媒体记者 税金龙）

“受自然地质条件影响，斜坡是我

市最为发育的地貌形态，这也为滑坡、

崩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提

供了充分地质条件。尤其在 5-10 月的

汛期，雨量大且集中，暴雨面积宽，极易

诱发新地质灾害、加剧原有险情。”据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市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长期

性等特点，灾害点集中分布于涪江沿

岸、大英县玉峰镇—金元镇、船山区河

沙镇—蓬溪县黄泥乡一带。

其中，涪江沿岸地质灾害易发区分

布于我市境内涪江沿岸中南部，包括射

洪县玉太、太和、大于、万林、瞿河、沱牌

等镇（乡）的全部以及青堤乡大部分地

区；蓬溪县红江、天福、群力、吉祥、金

桥、高坪、荷叶等镇（乡）；船山区永兴、

保 升 、桂 花 、唐 家 、老 池 、复 桥 等 镇

（乡）；遂宁经开区新桥、西宁、南强、北

固等镇（乡）大部分地区。

大英县玉峰镇—金元镇地质灾害

易发区分布于大英县玉峰、通仙、象山、

蓬莱、金元、智水等镇（乡）的全部以及

隆盛镇的大部分地区。

船山区河沙镇—蓬溪县黄泥乡地

质灾害易发区分布于我市境内东北部

一带，包括船山区河沙镇及蓬溪县高升

乡、黄泥乡的全部，蓬溪县吉星镇、任隆

镇的大部分地区。

此外，道路交通沿线、城镇和产业

建设、矿山采挖陡坡等区域也易发生滑

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连日来的降雨天气
给 市 民 带 来 了 不 少 影
响，伴随降雨而来的次
生灾害也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每
年5月我市进入汛期后，
受 降 雨 影 响 ，滑 坡、崩
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
灾害呈高发易发态势。

近日，记者从市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了 解
到，《遂宁市2019年地质
灾害防治方案》正式发
布，全面部署今年汛期
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
工作。根据方案，截至
去年底，全市排查发现
纳入监测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共 329 处，其中 10
处被列入2019年市级地
质灾害隐患点。

哪些地方易发生灾害？
集中分布于涪江沿岸、大英县玉峰镇—金元镇、船山区河沙镇—蓬溪县黄泥乡一带

如何防治灾害发生？
我市各级各部门要协同联动、落实责任

六类
问题

●无农民成员实际参与
●无实质性生产经营活动
●因经营不善停止运行

●涉嫌以合作社名义骗取套取国家财政奖补和项目扶持资金
●群众举报的违法违规线索
●从事非法金融活动

我市“一会一节”筹备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5 月 6 日，遂宁市“一会一节”

筹备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涂虹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汇报了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遂宁（世界）荷花旅

游节（暂定名）活动设想，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发言。

涂虹要求，在“一会一节”筹备工作推进中，要明确全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大会的目的意义，贯彻落实好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

展大会的相关会议精神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旅

经济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通过大会明确思路，

为下一步工作描绘蓝图。在“一节”的工作筹备中，要注重营销、

参与、吸引人、留住人，在旅游节项目设计上要进行优化，在增强

体验感上进行思考，在宣传上使用新方式，策划好线下活动。要

尽快完善好“一会一节”的相关方案，明确重点工作和责任主体，

体现遂宁特色，做足创新文章，让“一会一节”成为遂宁推动文旅

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副市长雷云主持会议。

我市召开2019年普通高校和高中阶段招生考
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今年我市2.4万余名考生参加高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5 月 6 日，在国、省 2019 年普

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后，我市赓即组织召开了

2019 年普通高校和高中阶段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

会议要求，各县（区）政府、招委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省

政府高考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考试安全形势，全面

动员和部署做好全市 2019 年高考安全工作，确保圆满完成考试

招生各项工作任务。

据悉，今年我市将有 2.4 万余名考生参加普通高考，近 2 万人

参加中考。考前，教育、招生部门将联合公安、保密、经信、网信

办、卫健、市场监管、住建、交运、城管、生态环境、文广旅、消防等

部门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考点

周边环境整治”“打击替考作弊”等系列专项行动，强化考试环境

综合整治力度，保障考点、考生食宿点建筑安全、治安安全、饮食

卫生安全及交通安全，为广大考生创造和谐稳定考试氛围，共同

确保我市今年“平安高考”“平安中考”目标实现。

副市长、市招委主任袁冰出席会议并讲话。

技术人员到田间指导藤椒修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