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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道路交通管理的主力军，今年以

来，区交警大队通过劝导交通陋习、严查违

法行为等工作的持续开展，加大了文明交

通宣传力度，不断提升了交通参与者的文

明素养，努力为全区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畅

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细化分解任务目标
强力推动工作落实

“要坚决贯彻落实集中整治通知精神，

严查重点路段……”区交警大队在收到集

中整治行动通知后，立即召开各科、所、队、

室部门会议，结合前期开展的“百日安全专

项行动”细化工作方案，要求各中队贯彻落

实集中整治通知精神，严查重点路段、严查

重点车辆、严处违法行为。

同时，区交警大队通过科学调整农村

道路路面勤务，把时间和警力向城乡接合

部、农村主干道路倾斜，继续坚持错时错位

检查工作机制，采取定岗设卡、线路巡逻和

视频监控等手段，增加巡逻密度和岗位轮换

次数，提高路面见警率。此外，区交警大队

还迅速梳理各中队防护装备、警用腰带八大

件、执法记录仪等装备是否存在缺损，及时

调整、补充；全面加强对全体民、辅警的执勤

执法安全防护教育工作，严防发生民警、辅

警伤亡事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勤执法，

防止因执法不当而发生舆论炒作事件。

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
消除农村道路安全隐患

日前，区交警大队积极联合交通运输

等职能部门，深入农村道路危险路段、事故

多发路段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

点对路口、坡道、低洼路段、主要路段周围

村庄的出入口等地段进行逐一登记，对排

查出的交通安全隐患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

督促落实整改，对暂时不能整改到位的，及

时增设交通安全警示标志，增派警力加大

巡逻管控力度。

“针对农村地区代步工具多为摩托车、

电动车、三轮车、微型面包车，我们组织民

警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对各家各户的车辆

落户、上牌、检验、保险、驾驶证等信息进行

摸底排查，将排查情况形成台账资料。”区

交警大队大队长张斌告诉记者，对发现的

未落户的“黑车”达到报废标准仍上路行

驶、逾期未检验、无证驾驶机动车等安全隐

患，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整改，确保事故隐患

得到及时消除。

以严查严治促事故压降
营造安全有序交通环境

“您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记者了

解到，区交警大队通过依托磨溪 S205 线黄

板石设置执勤卡点优势，对过往的客车、货

车、微型面包车等车辆为重点，严查超速、

超员、涉牌涉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低速

载货汽车违法载人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迁就，形成严管重罚高压态势，起到有力震

慑。

此外，区交警大队还通过全面发动劝

导员在辖区开展交通安全大劝导活动，严

把出村口、出镇口，加强对农村地区摩托

车、三轮车、面包车、小轿车、农用车等重点

车辆超员、不戴头盔、非法加装太阳伞、人

货混装、无证驾驶、机动车拼改装、报废车

上路行驶、酒后驾驶、非法载人等交通违法

及驾驶陋习进行劝导，做到“有违必查，有

违必究，有违必劝”，在农村形成严打整治

的高压态势，确保辖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今年以来，区交警大队通过劝导交通陋习、严查违法行为等工作的持续开展，加大了文明交通宣传力度，营造安
全文明出行良好氛围

让群众自觉养成文明出行好习惯 区司法局召开 2019年依法治区特色创
新项目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加强依法治

理工作落地落实，今年安居区预计启动 10 个依法治

区特色创新项目，围绕诉源治理实体化、探索司法

救助“安居”模式、城市精细化管理等方面，着力打

造法治安居建设品牌。日前，区司法局召开全区

2019 年依法治区特色创新项目工作推进会。各创

新项目实施单位分管领导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创新项目单位详细汇报了本单位特色

创新工作的内容、措施、进度安排及预期效果。会

议对创新项目和特色亮点工作进行了全面分析、点

评，并从突出亮点、善于总结、整改问题、扩大影响

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意见和工作要求。各单

位也各抒己见，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集思广

益，会议取得良好效果，为安居区 2019 年依法治区

特色创新项目的下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有效预防交通事故发生
为切实做好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

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连日来，区交警大队采取多种

有效措施扎实开展宣传活动和交通秩序整治行动，确保

了全区道路交通平安、畅通、有序。期间，大队共出动警

力 160 余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00 余起，其中饮

酒驾驶 3 起。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区交警大队召开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
车新闻通气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5 月 16 日，区交

警大队在四楼会议室召开集中整治电动三四轮车

新闻通气会。中国警察网、国际在线、四川新闻网、

民主法制网、安居专刊、安居电视台等 7 家媒体记者

应邀参会。

会议通报了城区电动三（四）轮车现状，结合多

年电动三（四）轮车整治情况，对整治过程中存在的

难点及风险进行了仔细分析，随后就下一步发布通

告、营造宣传声势、开展联合整治等工作与媒体记

者进行了交流。

在互动环节，区交警大队就媒体关心的如何推

进第三轮国家卫生城市迎复检、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

事、整治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长期以来对大队工作的关心和

支持。同时，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道

路交通管理工作，充分运用新闻媒体传播面广的优

势营造辖区浓厚的宣传氛围，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

度和知晓率，推动电动三四轮车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打造畅美安居新形象。

安居餐饮行业大厨云集
“遂宁名宴”拼创意和手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滋养一方独特

的民风和美食。安居土地肥沃、特产富足，

勤劳朴实的安居人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热

切向往收获的地道食材，经过 1400 余年的

沉淀、发酵，繁衍出了各种让人流连忘返的

美食。

比赛现场，来自永正酒店的大厨邓洪

选择了农庄散养的麻鸭，用秘制调料腌制，

再以桃枝熏制而成。成菜纤维细嫩、汁液

浓郁、色泽红亮、独具异香，做出了一席具

有安居特色生态桃鸭宴，让评委团赞不绝

口。

而黄峨酒店的大厨向益权所做的席宴

以安居特产 524 红苕为主要食材，以才女黄

峨与杨慎的爱情故事为创意来源，以黄峨

曲词为文化内蕴，美食、爱情与诗词和谐交

融，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人不仅品尝到

甘美的滋味，更品味出文化与情怀。

一场阖家欢聚的飨宴，是“大安舒牛

肉”最重视的宴会。食材的选择、秘制的

配方、考究的火候，全部来自一百多年的

悠久家传，最终炮制出让人难以忘怀的独

特滋味，让“大安舒牛肉”享誉川中，闻名

遐迩。

比赛现场，安居的参赛选手大都选用

了本地特色农产品，致力于打造安居特色

美食。用胡萝卜精心雕刻的树叶栩栩如

生；色香味俱全的“大安舒牛肉团圆家宴”

清 香 扑 鼻 …… 在 烹 饪 比 赛 的“ 菜 品 展 示

区”，为菜品编号的工作人员都难以抵挡这

些美食的诱惑，纷纷掏出手机合影。

“我对美食没有抵抗力，尤其是来自这

么高水平的美食比赛。”“我们的食材都是

取自于安居传统的农产品，但在烹饪技法

上进行了创新，希望能让在场观众和评委

嘉宾印象深刻。”从名称创意、烹饪技艺、成

品装盘、造型款式，此次“遂宁名宴”的安居

参赛菜肴兼具地方文化和民俗特色，不仅

给人以视觉的享受，更让人感受背后的历

史人文的厚重底蕴。

呈现安居美食特色魅力
打造地方特色美食品牌

煎、炒、蒸、焗、焖……决赛现场，安居

“大厨”们铆足干劲，亮出绝活，精心演绎出

舌尖上的安居。

据悉，本次遂宁名宴评选积极创新评

选赛制，采用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审严格筛

选、品评和打分，并通过互联网综合市民网

络投票，最终“公开、公平、公正、权威”评选

出一批代表遂宁川菜发展水平和地域特点

的系列美食名宴名片。经过紧张而激烈的

比拼，最终，安居永正生态桃鸭宴夺得“遂

宁名宴”第一名。

夺得“遂宁名宴”第一名的永正酒店大

厨邓洪表示：“为了参加这次烹饪比赛，大

家在一起相互切磋，共同为美食融入地方

特色，加入了文化味儿。”“经过此次比赛，

对自己所做的菜肴的原材料、对家乡的特

色美食，又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对我启发

很大，准备参赛的过程增加了团队合作精

神，增进了感情，这样的过程意义远大于比

赛的结果。”黄峨酒店大厨向益权说道。“无

论哪家的菜系得了第一名，无论哪位师傅

摘得头筹，这都代表了咱们安居的饮食文

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安舒牛肉”师傅

王洪如是说。

据悉，安居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这次

比赛，并给予了充分工作保障。为更好地

完成此次名宴的选拔和推荐活动，区商务

局牵头从今年 3 月开始，就邀请知名专家

对参赛企业、团队及个人集中培训；初赛后

精心组织拍摄系列安居美食文化宣传片，

利用商贸流通企业现有的 LED 显示屏、川

报观察、市电视台、安居电视台、安居专刊、

灵动安居微信公众等大力宣传“名宴”推荐

活动，通过印制宣传单，在广场、市场、超

市、餐馆、社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发放宣传，

利用线上线下造大声势。区市场监管局也

结合自身职能职责，全程跟进严把关食品

安全。

“组织安居的餐饮行业参加本次‘遂宁

名宴’活动既是一次对安居本土特色美食

文化的挖掘和推广，同时也是安居餐饮产

业围绕全区促销费、稳增长发展方针进行

的积极探索。”区商务局局长何琴告诉记

者，期望通过此次餐饮美食厨艺大赛，继承

传统美食，创新现代名菜，继续挖掘安居美

食文化内涵，推动餐饮行业结构升级，营造

健康、特色、文明的餐饮消费环境，提升安

居特色餐饮消费聚集力。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安居美食惊艳“遂宁美食盛宴”
——安居餐饮行业参加“遂宁名宴”评选活动侧记

安居区开展贫困村产业发展和集体
经济学习交流活动

早日让贫困户摘掉穷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近日，区农业农村

局组织白马镇禅林寺村挂片领导、驻村工作队、帮

扶小组、驻村农技员、村两委会、企业代表和村民代

表先后到西眉镇骑龙村、马家乡双山村开展贫困村

产业发展和集体经济学习交流活动，还参观了马家

乡双山村家风家训展示馆。

活动现场，西眉镇骑龙村、马家乡双山村相关

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两个村的主导产业、集体经济发

展情况、存在问题和解决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思

路。大家普遍反映此次学习交流收获很大，既解放

了思想，又拓宽了思路，还找到了标准和差距。大

家纷纷表示，要致富还得靠产业，不能有等、靠、要、

观望思想，一定要从思想上挖掉穷根，因地制宜自

加压力想办法，物尽其才人尽其力，坚定信心善于

作为，一定要打一场脱贫攻坚翻身仗。

座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西眉镇骑龙村和

马家乡双山村好的经验和做法带回去，结合白马镇

禅林寺村村情实际，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探

索合理利益链接机制，把产业发展好，把扶贫项目

实施好，开展扶志扶智行动和相关评比活动，激发

贫困群众“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的内生动

力，加快产业发展步伐，做大做实集体经济，促进贫

困村脱贫户增收、早日摘掉穷帽。

区农业农村局开展农村“三抢”农机安全检查

为农业安全生产营造良好氛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5 月以来，安居区

已进入“三抢”时节，也是农机具使用高峰阶段。为

确保农机作业安全生产，近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

区农机监理人员、乡镇农机安全员深入乡镇、村组、

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机作业安全大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重点针对农机具农田作业牌

证是否齐全、是否保险、操作人员是否持证驾驶；配

套机具安全技术是否达标；电力提灌站进水口有无

防护栏；机动电动脱粒机、抽水机使用的导线、开关

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有无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

置；联合收割机是否配备灭火器；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有无违法载人、超速超载、酒后驾驶等影响安全

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严格检查，并提醒驾驶员在

转场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

此次检查共出动监理人员、安全员 62 人次，检

查各类农机作业 125 台次，查出违章行为 11 台次，

纠正教育处罚 11 台次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为全区农

村“三抢”农机作业安全生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 月 17 日，遂宁市万达广场一号
中庭美味飘香，来自遂宁市各区县 20
家餐饮名店厨师团队，携手为广大市
民奉上一场美食盛宴。经过一场味
觉与视觉缤纷交汇的群芳斗艳，历时
三个月的“香约遂宁·膳在蜀中”遂宁
名宴评选活动总决赛圆满进行，万众
瞩 目 的 成 绩 单 公 布 并 进 入 公 示 阶
段。其中，安居永正生态桃鸭宴夺得

“遂宁名宴”第一名。

安
居
永
正
生
态
桃
鸭
宴
夺
得
﹃
遂
宁
名
宴
﹄
第
一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