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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5 月 24 日上午，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走进安居育才中学开展“携手关爱，共护明

天”主题检察开放日暨法治讲座活动。该

校 300 余名师生及受邀的省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参加该活动。

预防胜于惩治。区人民检察院始终

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教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合理配

置司法资源，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为开展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禁毒宣传等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成

虹为安居育才中学师生和在会领导介绍

检察工作特别是未检工作情况，展示了

近年来安居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的成效，随后，还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禁毒普法教育课。课上，王成虹根据中

学生学过历史的特点，首先采取问答式

的讲课方式，先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

今天的禁毒英雄，从国家的政策法规到

学校的规章制度，结合实际案例和精彩

视频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精彩阐述，博得

现场师生阵阵掌声。

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

抵制毒品诱惑的心理防线脆弱等特点，

王成虹还结合视频，从“聪明药”“彩虹

烟”“奶茶”等第三代毒品说起，向同学们

介绍了几种以饮料、食品、药品为伪装的

新类型毒品，分析青少年沾染毒品的主

要原因，带领同学们认识传统毒品、合成

毒品、实验室毒品等三代毒品的代表类

型及发展。同时，王成虹还向广大师生

介绍了毒品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对家庭、

直接诱发违法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等危害。讲座中，王成虹希望同学们有

起码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远离毒品，远离

违法犯罪的侵害，珍爱生命，在最美好的

年龄做美好的自已。

一个多小时的法治课结束后，由区

人民检察院未检科检察官领誓，现场师

生 举 手 庄 严 宣 誓“ 珍 爱 生 命 ，远 离 毒

品”。师生们激情扬溢的宣誓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活动中，未检科的检察

官们还给同学们发放了禁毒宣传资料，

并与师生共同合影留念。

通过本次活动，参与师生对于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

识，并对相关的禁毒知识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掌握了基本的法治常识，增强了法

治安全意识，为将来做一个知法守法的

好公民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法治

进校园”，将普法宣传的触角从涉罪未

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延伸至学校

以公开课、知识竞答、互动游戏等作为

载 体 ，把 校 园 欺 凌 、防 治 性 侵 、禁 毒 宣

传、安全防范教育带进幼儿园、小学、中

学、职校等，实现了有教育的地方就有法

治课堂。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交警大队持续开展
货车违法行为整治行动

为 有 效 预 防 和 遏 制 重 特 大 道 路 交

通事故的发生，连日来，区交警大队针

对辖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以“防事故、

保安全、保畅通”为目标，进一步明确工

作重点，周密部署整治工作，持续开展

货运车辆整治行动，努力为广大人民群

众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行动期间，大队共出动警力 30 余人

次、警车 10 余辆次，检查过往货车 180 余

辆次，查处“双超”违法行为 20 起、非法

改装 3 起、遮挡号牌 4 起。图为区交警

大队严查 G318 线沿途货车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老张，说你最近按捺不住卖了一批

桃子，价格如何啊？”

“3 块到 4 块之间，现在外面价格还

算一般，希望今天来收桃子的老板给我

们一个满意的价格。”

“凡是套袋的胭脂脆桃果重在 3 两 2
至 4 两的统一价 3.5 元 /斤，4 两以上的 5.5
元 /斤，你们放心销售是不用愁的，只要

是品质好我们会高于市场价进行收购并

且一价到底……”

目前，拦江镇 2016 年发展的 1300 亩

胭脂脆桃已相继成熟。为了让村里大规

模的脆桃顺利销售，5 月 22 日，在拦江镇

凉风垭村的会议室里，由镇政府邀请的

川渝果商正与果农们为今年的胭脂脆桃

销售进行价格的洽谈。

拦江镇的胭脂脆桃以其个头大、颜

色鲜、味道甜的特点深受果商的喜爱。

在洽谈价格之前，记者跟随果商一道去

看了桃林里相继成熟的胭脂脆桃。走进

桃林，果香四溢扑鼻而来。记者看到，这

里已经褪去了花衣，纷纷挂上了硕果，它

们簇拥在一起，鲜嫩欲滴，蜕去外装，有

的还略带青涩，有的已经红彤彤分外诱

人。

“从果型的大小、外观的颜色，也摘

了果子来品尝，口感是相当不错。特别

是多数果农也套了袋，使果子的颜色外

观更加好看，综合品质是相当不错的。”

四川宗富果业负责人裴忠富拽着一枝桃

树说，5 月底、6 月初这个时间段，个头最

大、颜色最好看，它是口味最好的一个早

水桃品种。

拥有“天府第一果”美誉的胭脂脆桃

不仅名字妩媚，而且颜值极高，胭脂般嫣

红的皮肤和饱满的果汁成为桃中西施，

再加上果大质优、脆嫩可口，和水蜜桃的

绵软有着截然不同的口感。

经过对果实质量和品质的了解，在

洽谈中，果商也对不同级别的胭脂脆桃

给出了相应的价码。套袋的高品质胭脂

脆桃：果重在 3 两 2 至 4 两之间的统一价

为 3.5 元 /斤，果重在 4 两以上的为 5.5 元 /
斤。二级果胭脂脆桃：不论是否套袋，只

要果色统一、果实美观，且果重在 3 两以

上的，也给出了 2.5 元 /斤至 3.5 元 /斤的区

间价。

“通过与经销商的洽谈，价格上也比

较合理，老百姓感到比较满意。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与水果商做好对接，使我们

老百姓的水果能快速地销出去，实现利

益最大化。”拦江镇凉风垭村第一书记吴

杰说。

据了解，近年来，拦江镇产业布局按

照“一片一特色、一镇一品、集群发展”的

总体布局，通过贫困村、合作社、公司和

农户之间的抱团发展，连片推进胭脂脆

桃、莲藕、无花果、黄花等特色产业，探索

实现“山上桃、田里莲、院里花”的拦江模

式。2016 年、2017 年两年，连片发展胭脂

脆桃 5489 亩、优系 F-66-1 脆桃 1290 亩，

脆红李 976 亩、春见 476 亩、圆黄梨 640
亩、不知火 184 亩，目前全镇成片产业面

积已达 9055 亩。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打

赢全市最大贫困镇的脱贫攻坚战，为乡

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拦江镇初步探索

了“支部+合作社+小型农庄+农户”“支

部+公司+农户”“支部+合作社+农户”三

种运行模式。其中，“支部+合作社+小型

农庄+农户”模式，是以凉风片十里桃源、

万亩莲湖为依托，集中在凉风垭、五琅坝

等村发展胭脂脆桃。

（全媒体记者 王超）

观音镇
开展防汛防灾应急演练

5 月 23 日上午，安居区观音镇在擦耳岩水

库开展了防汛防地灾工作演练，以提高干部群

众的应急防灾避灾能力，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

意识，保证在灾害预报发布发生后，快速、有

序、高效地实施应急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灾

害造成的损失。

当演练警报声响起，由 20 余民兵组成抢

险小分队以军事化的行动奔赴抢险地点，立即

实施抢险救灾。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人员转移

组负责人发出疏散撤离信号，按预案规划路线

紧急转移被困群众。临时安置组、医疗救护

组、安全保卫组人员全部到位积极开展工作。

此次演练检验了各职能组之间的协调作战能

力，进一步提升全镇干部群众全镇防汛减灾意

识，推广普及了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

技能，落实了应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图为
演练现场 全媒体记者 黄焱 摄

磨溪镇

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墙”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目前，安居区即将进入汛

期，针对今年汛期降雨多等特点，防汛形势十分严峻，磨溪

镇高度重视，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原则，积极开展防汛工作 ,积
极有效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等突发状况。

该镇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成立领导小组，明确任务分

工，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签订汛前检查责任书，落实专

人负责，强化风险意识。利用手机、村村通、宣传条幅等方

式多层面、全方位开展宣传，营造汛期防汛的社会氛围 ;通过

工作微信群、专题工作会等向镇村干部传达省、市、区关于

本次防汛工作精神，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当前防汛严

峻形势，克服麻痹和侥幸心理。结合河长制工作，加大对辖

区内水库、河道、支渠的巡查力度，及时清除障碍物、废弃

物，切实发挥水利工程作用；对防汛物资全面清点，加强监

管，指派专人负责管理。同时严格纪律，强化信息报送，严

格执行领导带班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确保通讯畅通 ;认真收

集、分析突发信息，不瞒报、不漏报、不迟报，确保信息准时

送达、及时处理。

观音镇

扎实开展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今年以来，观音镇党委政

府早筹划、早宣传、早准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秸秆禁烧工

作，切实做好 2019 年小春收获和大春播种秸杆禁烧工作 ,有
效防范及整治全镇秸秆焚烧。

该镇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多次召开 2019 年秸

秆禁烧工作会议，要求与全体镇村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将

秸秆禁烧工作和扫黑除恶、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同部

署、同推进，全力以赴做好 2019 年秸秆禁烧工作。同时，镇

与各村（社区）签订了秸秆禁烧工作责任书，加强责任落实，

全镇上下形成合力。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开

展高密度、不间断、全方位宣传。不断扩大秸杆禁烧宣传覆盖

面，形成空中有声音、路口有横幅立体式宣传格局，营造“禁烧

秸秆、保护环境”的浓厚氛围。同时强化督查巡查，严肃责任

追究，成立了秸秆禁烧工作督查巡查组，全面深入田间地块实

行全天候不间断督查巡查，坚决把焚烧现象消灭在萌芽状

态。实行严格的考核问责制，对禁烧工作开展不力甚至造成

重大危害和影响的，严肃追究责任，对不听劝阻、顶风焚烧和

恶意纵火行为的当事人，从重从严，及时处理。巡查中发现问

题及时进行通报，并把该项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

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携手关爱，共护明天”主题检察开放日暨禁毒法治讲座活动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拦江镇千亩脆桃熟了 客商纷纷来了

安居行动

以攻坚的以攻坚的以攻坚的决决决心心心 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

全面打响禁毒大会战

（紧接 01版）引入高端人才和各类专业人才，支持企业有针

对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掌握关键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8 年，园区拥有 1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孵化面

积达到 29000 平方米；拥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 10 家，其中各

级企业技术中心共 6 家（省级 2 家、市级 4 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3 家；拥有市级以上技术服务平台 10 家，包括技术

转移中心、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智能制造学会等，为推动科技创新和

科技成果转化构筑了完善的支撑体系。园区从业人员总

数为 10289 人，其中大专以上研究开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

员 2309 人，占园区从业人员总数的 22.44%。科技投入 3.43
亿元，占园区销售收入总额的 3.02% 。拥有院士工作站 3
个。近三年来，园区企业申报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

并成功获得立项 16 项，申请专利 446 项，获得授权专利 241
项，其中发明专利 41 项。

加强园区建设
夯实企业发展基石

安居经开区管委会为安居区委、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独

立负责开发区内的经济开发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内

设办公室（应急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办公室（对外称“规

划建设局”）、经济发展办公室（对外称“经济发展局”）、生态

环境办公室（对外称“生态环境局”）、党群工作部，行使相关

职能，进一步加强对园区建设的领导，实现管理服务的规范

化。

安居经开区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认真开展并落实土地

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工作，园区发

展符合各项相关规划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事故应急体

系，认真做好常态下的队伍建设、配备应急救援装备物资、

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应急演练等工作。近三年来，安居

经开区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因安全事故引

发的重大社会群体事件。专门设立了党群工作部，利用党

工委会议、中心组会议、“三会一课”、职工大会等多种形式，

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乘风破浪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