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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导读

“项目的征集是开展票决制的首要工

作，要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民生

领域，围绕群众的所想、所盼、所忧，最大

限度地征集民意、反映民情，提出必要

性、可行性的实施项目……”5 月 22 日，市

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实地调研安居区民

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后，对安

居区此项工作予以肯定。

自安居区委四届 81 次常委会审议并

原则通过《安居区在部分乡镇开展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试点的实施

方案》后，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在安居大地上逐渐落地生根，一项展现安

居区民生实事项目的探索创新在劈波斩

浪中砥砺前行，拉开了安居区积极探索民

生实事项目票决制工作的序幕。从“为民

做主”到“由民做主”，从以往“政府为主

唱戏”到现在“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

人大评”，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的实

施，越来越让群众的心声成为事实，办好

了一件件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

“双河口村的道路维修，4 月上旬开

始动工，前期维修了 50 平方米。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镇两名人大代表进行跟踪监

督，发现道路还有一些地方需要维修整治，

向政府提出了整改意见。政府主要领导高

度重视，随即安排分管领导现场落实，进行

进一步的整治完善，5 月 20 日全面完成。”5
月 21 日，安居区常理镇人大干事银燕向记

者介绍该镇 2019 年民生实事票决制项目

之一的双河口村道路维修情况。

5 月 22 日，记者再次来到山洞岩村曾

经的危桥处，这座平时附近两个村上千人

出行的必经之桥，已维修改造完毕，“行

人走在上面担惊受怕，汽车根本不敢上

桥，严重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情况已不

复存在。红岩嘴村码口道路 500 多米扩

建修补完成后，三千多人的出行问题和生

猪、西瓜、白菜各项产业销售问题迎刃而

解，村民们对这项民生实事项目无不拍手

称赞。

这些是安居区探索创新民生实事项

目票决制工作的一个个缩影。

今年年初，安居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在安居区的创新实践，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决

定在安居镇、常理镇试点开展乡镇人民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两镇人大主席团通过广泛征求党代表、区

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收

集整理民生实事建议项目 65 个，在人民

代表大会上由人大代表票决确定了 6 个

项目为 2019 年度的民生实事项目，总投

资近 200 万元。

困扰了群众许久的难题最终得到解

决，得益于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的开展。民生实事，群众说好才算办好。

今年是安居镇实施民生实施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的第一年，如何让群众满意，尽

力满足群众的需求，如何让监管监督全覆

盖，确保项目完美成功，是安居镇接下来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安居区在探索创新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工作中，人大代表要全程监

督项目推进工作，监督工程质量、进度和

资金到位情况等，发现问题要及时层层上

报、层层监督，解决好民生实事项目工程

的推进。在明年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上，

还将对今年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满意度测评，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同时通过试点工作不断积累安居经验，形

成安居模式，真正从“为民做主”变成“由

民做主”，并在全区推广民生实事项目票

决制工作。

安居区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工作已

扯上了帆，追逐梦想的光点，走向希望的

彼岸。这是实现了政府决策与民众需求

的精准对接和高度融合，人大代表的角色

从一个旁观者转变为一个参与者，进一步

激发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开展票决制工

作，既增强了人大监督的实效，也增强了代

表履职的信心。 （全媒体记者 黄焱）

邓立到磨溪镇检查宗教治理工作

依法加强寺庙管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5 月 23 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邓立到安居区磨溪镇检查宗教治理工作。邓立先后

来到黑白寺村、千丘村宗教治理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听取

磨溪镇关于《宗教事务条例》执行情况的汇报。

邓立强调，宗教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要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和确定的工作原则开展

治理工作。做好宗教工作，要加强党的领导，组建强有力

的工作班子，切实做到有人抓、有人管；要加强宣传教育，

丰富文化生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人民群众精神追求；要加强寺庙管理，进一步

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妥善处理好各类社会矛盾；要

加强上下联动，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治理工

作有序推进、社会和谐、乡风文明。

安居区3556名考生
将参加今年高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近日，记者从安居区

2019 年高考工作会上获悉，今年，全区共有 3556 名学生报

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 300 余人。

今年高考期间，除已被高职院校提前录取的 497 人

外，来自安居育才中学、安居一中、拦江中学、西眉中学、

白马中学、安居职中的 3556 名考生将参加统一考试。由

于全区完成了监控系统高清升级，安居育才中学可容纳

全部考试，今年，只设安居育才中学 1 个考点，共有考室

120 个。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即日起，全区各部门将联合行

动，集中开展治理噪声污染、交通秩序、饮食卫生等高考

环境综合治理，确保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顺利

进行。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王超）5 月 24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吴军主持召开区政

府四届 49 次常务会议，听取中省市环保

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

汇报，传达学习扫黑除恶相关会议精神，

研究全区贯彻意见等。

会议听取了中省市环保督察及“回头

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

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照整改任务

清单中的目标、措施、时限等要求，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逐条逐

项抓整改，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和人民群众的检验。要加

快整改进度，结合自身整改任务，重点把

握约束性、时效性、针对性、可销号性和

结合性等五个原则，推动各项具体措施落

实落地。要严格督查问责，紧跟、勤督每

一个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对已完成整改的

问题，定期不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整改

进度缓慢的单位和履职履责不到位的责

任人，严肃追究责任。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扫黑除恶第 20
督导组赴四川省“回头看”情况反馈会

议、陈一新同志调研山西扫黑除恶工作指

示和四川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第九次（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

深化思想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

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

市和区委的部署要求上来，维护好地方社

会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要完善斗争举

措，细化工作重点，紧紧围绕工作要求和

阶段性目标，梳理排查重点行业领域的突

出问题，强力推进破案攻坚、乱象治理、

打伞破网等重点工作。要突出整改成效，

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上级督导反馈的问题

和整改落实任务清单，结合省委巡视组交

办的信访线索，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有

计划开展督导检查，加强正面宣传，广泛

汇聚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的正能量。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市禁毒办调研安

居禁毒工作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理清

工作思路，突出整治重点，进一步强化思

想认识，整合好各方力量，扭转工作被动

局面。要紧盯问绩问效，推动措施落实，

精准摸排和管控重点人员，建立量化考核

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和情报共享，增强工

作质效。要健全倒查机制，逗硬严格追

责，加强正向激励和督导考核，督促相关

单位把责任落到实处。

会议传达学习了琼江流域水环境治

理专项行动推进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

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会议精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水环境治理工作部署上来，创

新推进河长制工作，抓好琼江流域水环境

治理。要深化认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到中省市区铁碗抓好水环境治

理的坚定决心，以对历史、人民和未来

负责的态度，精心、精准、精细做好河长

制工作。要强化举措，不折不扣狠抓落

实，突出河长主体，围绕方案清单，注重

群策群力，坚决打赢琼江流域水环境治

理攻坚战。

会议还审议和研究了安全生产、易地

扶贫搬迁等其他事宜，并在会前组织学习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副区长

冷强军、聂洪、曾勇、潘昀、舒玉明，区政

府副县级干部吴小林，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国玉出席会

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文武以及区

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政府工作监督

员应邀列席会议。

安居区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5 月 24 日，区金融办组织辖区银

行在二十四米街阳光广场开展”防范

和抵制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活动，为做

好全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营造

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本次集中宣

传活动揭示了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欺

骗性、风险性和危害性，进一步提高了

社会各界对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人民群众识别

和抵御非法集资的能力。

图为银行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防

范知识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今年以来，安居区经济开发区（以下

简称经开区）紧紧围绕争创省级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目标，以招大引强、“双招双

引”为重点工程，上下齐心协力、突出重

点，主攻支柱产业、重点区域，不断提升

服务能力和水平，突出抓好项目落地，加

快项目推进，园区各项工作运行健稳、成

效显著。

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原名“遂宁

市安居区工业集中发展区”，于 2007 年 3
月由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2018 年 纳 入《中 国 开 发 区 审 核 公 告 目

录》，2019 年 1 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

设立“四川遂宁安居经济开发区”。在国

家、省、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背景

下，安居经开区结合自身发展基础，不断

调整产业定位，基本形成了以高端装备制

造和节能环保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体

系，先后荣获省级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

四川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四川省

特色产业示范基地。

产业发展特色鲜明
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机器轰鸣、尘土飞扬、车来车往……

炎炎夏日，走进安居区经开区，处处是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景，与夏日的火热天气相

映衬。

现在，安居经开区结合自身发展特

点，已形成了以江淮汽车、云内动力等为

龙头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以中石

油遂宁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为龙头的节

能环保产业集群。同时形成以高端装备

制造和节能环保为主导、新材料为重点培

育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企业自

主创新，不断完善和延伸产业链条，有效

带动了经济发展。

企业入驻、项目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效

益显著。 2018 年，安居经开区拥有骨干高

新技术企业 10家、规模以上企业 55家，出口

总额 1932万元，实现利税 24.92亿元，实现高

新技术产业营业收入 86.35 亿元，占安居经

开区营业总收入的 73.62%。高新技术产业

区域集中度达 77.19%，2016-2018 年高新技

术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到 37.03%。

科技支撑体系完善
创新孵化能力提升

安居深入实施遂州英才“七大”计

划， （紧转04版）

安居区探索创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区政府四届49次常务会议召开

乘风破浪正当时
——安居区经济开发区争创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侧记

带领农民致富的领头雁
——记“遂宁市人才创新创业奖”获得者张天伦

群众建议
加强城区电动车整治力度

拦江镇千亩脆桃熟了
客商纷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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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督导乡镇和街道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重实干 强执行 抓落实
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5 月 25 日，区委副书记、

区长吴军暗访督导安居镇、柔刚街道、凤凰街道当前重点

工作推进情况时强调，要抓实“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

政府系统作风建设年活动，主动作为、勇于担当，确保区委

区政府各项工作部署有力有序推进。

在安居镇，吴军现场检查了值班值守情况，听取了带

班领导关于产业发展、禁毒、秸秆禁烧、非洲猪瘟防控等工

作情况汇报。吴军指出，安居镇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要

从“旅游+”“+旅游”方向着手，坚持走产业化、市场化、品

牌化、项目化路子，推动文农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城市近

郊经济。针对当前的重点工作，吴军强调，要守土尽责，开

展好大排查、大宣传、大整治，把铁腕禁毒落到实处。要严

防死守、加密督查，疏堵结合、抓好利用，通过村村通广播

等载体，多渠道、多方式，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转化

利用的途径及禁烧的有关政策规定，确保辖区内不见烟

雾、不见火光、不见黑斑。要强化风险意识，牢固树立底线

思维，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做实做

细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坚持不懈打好防控工作“持久战”。

在柔刚街道和凤凰街道，吴军对值班值守工作提出了

要求，并向值班值守人员详细了解两个街道国卫复审巩

固、防汛应急值班值守等工作情况。吴军强调，国家卫生

城市荣誉来之不易，要珍惜荣誉，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

化、精细化、科学化抓好城市管理工作，守住国家卫生城市

金字招牌。要严格落实防汛应急值班值守相关工作要求，

确保通讯畅通，抓好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区域内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增强工作主动性，积极做好征地拆

迁安置工作，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