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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5 月 29 日，

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段毅君带领调

研组到我县开展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

管理调研。

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美青化工有限公

司、洪达家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听取企业

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

实地查看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安全生

产制度落实、消防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情

况，对我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取得的成效表

示肯定。

段毅君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中央和我省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

坚定政治站位，把好安全生产关；要深入开

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妥善处理各类事

故隐患和问题，有效管控各类安全风险；要

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一支能力过硬、反应及

时、处置有效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

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县消防大队，查

看了全县重点企业消防预案备案情况，视察

了应急救援车辆装备。段毅君要求，消防大

队要继续发扬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以高度

负责的态度坚决维护全县消防安全。要适

应新形势，不断加强专职消防队伍建设，从

严从细抓好消防工作；扎实开展消防大检

查，排查安全隐患，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提高

群众防火意识。

调研组一行还到国网射洪供电公司对

安全供电、供电应急处置备案工作进行了检

查。段毅君指出，供电企业在加强电力管控

和安全运营的同时，要加强应急管理，做好

应急预案编制，健全监测预警网络，不断提

升应急管理工作水平，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减少各类突发和衍生事件。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洪，市应急管

理局局长王金兵，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副县

长陈良以及我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段毅君到我县调研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有效管控各类安全风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5 月 28 日，省

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杨志远带领调研组到

我县调研残疾人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依法维护

残疾人合法权益，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工作，

把残疾人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市委常委、副

市长罗晖，县委书记蒋喻新，副县长罗爱民

陪同调研。

四川明珠电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是我

省电工材料行业的知名企业和骨干企业。

目前，公司共安置残疾人就业 13 人，占公司

员工总数的 28.26%。杨志远一行到公司车

间看望残疾人，看到大家熟练掌握了操作技

能，十分高兴，勉励大家要坚定生活信心、踏

实工作、幸福生活。在盛远包装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车间，14 位残疾人正在不同的岗位上

熟练地操作着各种机械，杨志远嘱咐企业要

加大对残疾人的帮扶力度 ,让他们感受到各

行各业的关心和关爱。

在县特殊教育学校，杨志远一行逐一查

看了教学、生活、康复等区域设施设备。他

要求，要不断提高教育和教学质量。要加强

教学交流，鼓励特殊教育教师“走出去”学习

更多的先进经验。要坚持职业教育和康复

训练相结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发

掘残疾儿童特长和潜能，结合职业发展方向

因材施教，为残疾儿童将来走向社会打牢基

础。“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杨志远一行还

为残疾儿童代表送上慰问金，祝他们节日快

乐、幸福成长。

在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杨志远一行

对残疾人法律服务、辅具管理、康复训练等

工作进行了实地查看，对县残联康复中心的

运营模式表示肯定。他指出，要切实发挥好

残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用心用情服务好

残疾人。要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和《残疾人就业条例》《残疾人教

育条例》《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条例》，加大对“一法四条例”

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依法保护残疾人

的合法权益。要根据残疾人康复需求规范

辅具采购，为广大残疾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

务。

调研中，杨志远强调，残疾人事业是高

尚神圣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包括特殊教育工作者在

内的广大残疾人工作者恪守“人道、廉洁、服

务、奉献”的职业道德，发扬扶残助残的优良

传统，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杨志远调研我县残疾人工作时希望

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5 月 29 日，

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长袁海晗带队，到我

县调研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杜胜陪同调研。

袁海晗一行先后来到平安街道办事处、

银华社区、黄磉浩社区和福贵苑小区，通过

看展板、翻资料、听汇报，仔细了解我县各个

社区党建工作架构设置、活动开展等情况，

就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三个区域化联合体”

建设和结对单位共驻共建情况进行了详细

了解。

据悉，我县自开展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引

领行动以来，以构建“区域化党建联合体、区

域化共治联合体、区域化服务联合体”为抓

手，务实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深化街道

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强

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

设，强化上下联动互联互动，坚持区域融合

推进结对，探索建设信息服务平台，使街道

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基层

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满意

度进一步提高、党在城市基层执政根基进一

步夯实。

袁海晗认为，射洪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取

得了一定成效，希望我县以更高的标准推进

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引领行动，全面提升工作

质量，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努力

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5 月 27 日下

午，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带领县民

政局、射洪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

及河流监督员，到金家镇向阳河开展巡河检

查工作。

李晓曦一行先后来到新堰村老埝口、油

坊桥、桐车堰等地巡查，现场查看向阳河水质

情况、河道环境卫生及河岸环境治理情况，详细

检查河长制公示牌情况，并现场听取金家镇党

委政府对河长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李晓曦指出，要继续做好河道整治和保

洁工作，加强日常管理，加大对河道垃圾倾

倒、粪水污水排放问题的管控力度，巩固前

期治理成果，把巡河工作落到实处。要继续

加大巡查力度，对巡河中发现的问题、隐患

及时处理解决，随时保持河道干净整洁。要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充分调动周边群众参与

护河治河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改善河道

水环境质量，更好地完成污水无直排、堤岸

无损坏无垃圾、绿化无破坏等管护目标，确

保水清、河畅、岸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5 月 27 日，省

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永平带

领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推

进会与会人员到射洪观摩。副县长蒋桂彬

陪同观摩。

李永平一行先后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平安街道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听取工作人

员介绍，认真查阅、查看相关资料，实地观摩

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详细了解我县

退役军人服务站的服务项目和工作开展情

况。

观摩组对我县退役军人服务体系表示

肯定，要求深刻认识做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

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要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配合，强化工作

督查，在工作理念、工作领域、运行机制、方

式方法上加大创新力度，不断增强广大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

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与会人员到射洪观摩

强化工作督查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

省委组织部到我县调研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提升工作质量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

李晓曦到金家镇开展巡河检查工作

加大巡查力度 做好河道整治保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5 月 27 日，

县委书记蒋喻新主持召开城市规划建设及文

化旅游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群众为中心、以规划为引领，进一步查找问

题，强化问题解决、强化推进力度、强化责任

落实，全面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韬，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茂，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德武，副县长邹清、

王勇，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文

加武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推进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城市规划、城市

建设、城市管理、文旅融合等方面查找问题，

提出建议。

就下一步抓好城市规划建设和文化旅游

工作，蒋喻新要求，要成立领导小组，自上而

下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及时解决问题，用心

用情搞好城市建设；要明确对射洪的城市定

位，按照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标准做好

射洪城市的空间规划布局；要增强城市规划

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产业、交通网络、生态

空间、社会人文布局等方面多规合一，促进

产城融合；要强化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招投

标流程和标后监管，严格工程程序，严格施

工过程监管，确保项目快速推进和工程质

量；要创新城市管理和执法方式，破解城市

治理难题；要做好伯玉路、望江路、50 米大街

等道路的光彩工程，挖掘射洪文化元素，塑

造文化旅游形象；要抓创意、抓策划、抓营

销，包装储备文旅融合项目，实施好水域旅

游线路、平安森林公园提档升级、螺湖半岛

等旅游项目，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蒋喻新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责

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进一步查找问题，强

化问题解决，强化推进力度，强化责任落实，

全面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我县召开城市规划建设及文化旅游工作推进会

压紧压实责任
全面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六一”国

际儿童节即将到来，5 月 30 日，县委书记

蒋喻新到太和一小和联系点沱牌镇，看望

少年儿童和教职员工，代表县委、县政府

向全县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为孩

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

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县委副书

记袁渊随同。

在太和一小，蒋喻新一行听取了学校

教学情况介绍，对学校“和乐”校园文化给

予赞赏。蒋喻新系上红领巾来到贫困学

生和优秀学生代表中间，为大家送上节日

的问候，勉励大家要强健体魄、努力学习，

将来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他嘱咐学

校教职员工要积极引导孩子们从小就立

志成才，培养他们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塑

造他们美好的心灵，努力为孩子们学习成

长创造更好的条件。

蒋喻新非常关心农村贫困儿童，他来

到联系点沱牌镇，为贫困儿童送上了节日

的祝福，询问他们的学习、成长情况，鼓励

大家要孝顺长辈、勤学苦练，长大后成为

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蒋喻新指出，要

特别注重对农村贫困儿童的思想品德教

育、心理健康疏导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

形成健全的人格，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

农村贫困儿童营造温暖健康的成长环境。

蒋喻新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5 月 28 日，

由中共射洪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教育和体

育局承办的教育系统庆“六一”迎建国 70
周年文艺汇演在县体育馆隆重举行。县委

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邓茂，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朝书，副县

长王勇、罗爱民，县政协副主席王庆华等

系上红领巾，与少年儿童一起欢庆节日。

张韬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少年儿童

送上节日问候。他指出，少年儿童是国家

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儿童事业是面向未来

的事业。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努力为少年儿童营

造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的良好环境。希望

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做好少年儿童

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结合新时期少年

儿童工作新特点，积极探索掌握新规律，

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希望社会各界一

如既往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少年儿童事

业，形成有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

合力，共同谱写我县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新

篇章。

随后，文艺汇演在合唱《时刻准备着》

中拉开序幕。来自全县 16 个学校的代表

身着节日盛装，把自编自导的节目以声

乐、舞蹈、朗诵、武术等多种形式呈现给观

众，展示了全县中小学生艺术教育的丰硕

成果。

活动还对 2018 年至 2019 年全县教育

系统涌现出的优秀团队、艺体工作先进集

体、优秀团委书记、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

秀团员、少先队员等进行了表彰。优秀辅导

员代表和少先队员代表进行了发言。

我县教育系统举行庆“六一”迎建国 7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

童心飞扬颂祖国 载歌载舞庆“六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日前，遂

宁市移民工作会议召开，全面回顾总结了

2018 年移民工作，表彰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射洪县政府获全市移民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同获先进集体称号的还有广兴镇政

府、射洪县农投公司、射洪县 群英水库建设

开发公司。县扶贫开发局局长王家伦等七

位同志被表彰为全市移民工作先进个人。

据 悉 ，2018 年 ，我 县 移 民 工 作 成 效 显

著。群英水库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顺利推

进；移民后扶、产业发展硕果累累；人居环境

有新改善；移民增收效果明显。

我县获全市移民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20192019年射洪龙舟赛将于年射洪龙舟赛将于66月月33日隆重举行日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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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喻新一行在太和一小慰问蒋喻新一行在太和一小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