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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抓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事关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河东新区 2019 年

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以来，新

区各级各部门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工作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减

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切实守护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河东新区防汛办：5 月初，河东新区防

汛办印发了《河东新区 2019 年防汛抢险应

急预案》，建立了以书记为指挥长，新区各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指挥体系，对新区 2 座

水库、2 条主要河流做到全覆盖管控。对

防指各成员单位职责进行了明确，为切实

做 好 2019 年 度 防 汛 工 作 提 供 了 有 力 保

障。新区建立了机关、办事处（管理办）、

社区（村）、巡查员四级联动防汛工作体

系，明确各级防汛工作责任人，确保每一

处灾害隐患点、每一座水库、每一段堤防

的行政、预警、巡查、组织转移等关键环节

责任落实到人。

逐级排查，有备无患。由新区防汛办

牵头，组织各级各部门对辖区开展隐患排

查 30 余次，整改完成 6 处，对短期无法整

改的，制定了应对措施，在汛期做到“雨前

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将风险降至

最低。同时，梳理辖区内防汛物资，储备

应急麻袋、编织袋 3.5 万条、救生衣 930 件、

铁锹 380 把、抢险车 30 辆。

加强值班，畅通信息。严格执行 24 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做到汛期值守无

缝衔接，确保雨情、水情及指挥调度指令

等信息及时传递。

养生谷管理办公室：新区 2019 年防汛

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后，养生谷管

理办公室立即召开专题会议，部署防汛减

灾工作。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严格落实 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

演练，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5 支、共 117 人。

广泛宣传，提升意识。在辖区重点路

段悬挂横幅 8 幅，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粘贴避险明白卡 13 份，逐步提升辖区群众

防汛减灾意识。

细致排查，落实措施。对辖区 1 个小

区、1 处地灾点、4 所加油站、3 个建筑工地

开展全面排查，并对辖区 78 户重点危房采

取转移、租房、加固维修三项措施进行处

理。

加强储备，动态管理。经排查，现有防

汛物资：沙袋 5000 根、麻袋 150 根、雨衣 40
件、雨靴 20 双、救生圈 10 个、救生衣 40 件

等，并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应急预案等

进行每月自查，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汛期

有人、有物、有预案。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成立了科教园区防

汛应急指挥部，明确指挥长、组成人员职能

职责，确保防汛主体责任有人抓、有人担。

压实责任，严字当头。设立防汛抢险

应急小组 4 个，落实应急抢险队员 60 人，

层层压实责任。严格履行河长制工作职

责，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畅通

信息，做好汛情预警与报告。

强化宣传，保障有力。充分利用 LED、

横幅、村（社区）宣传栏等普及防汛减灾知

识，共张贴横幅 30 余幅，发放宣传单 2000
余张，排查出灾害隐患点 1 处并设置警示

牌。进一步完善防汛物资储备，及时清理

更换，未雨绸缪，共储备编织袋 2000 条、救

生衣 70 件、雨衣 50 件、雨伞 40 把、雨靴 30
双、应急电筒 35 个、铁锹 40 把。

以练为战，以战促练。近日，组织辖区

干部群众 40 余人开展了防汛应急演练，取

得了良好效果。

慈音街道办事处：完善预案职责到位、

摸排隐患整治到位、宣传动员参与到位、

严格值守盯防到位，慈音街道办事处“四

个到位”抓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

作。

成立街道防汛抢险救灾指挥部，及时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整合街道、社区、物

业、执法队、社区卫生院等 280 余人，建立 7
支应急抢险队伍，分 7 组明确人员、职责、

联系方式及点位。

全面排查辖区 35 个小区、2 条河道、1
处地质灾害点等场地，重点防治地下车库

内涝、危房垮塌、在建工地和滑坡地段安

全事故，及时排除非法捕捞、防护设备不

到位等安全隐患 3 处。

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组

织 40 余人开展宣传活动 7 次、应急演练 2
次，提高干部群众应急处突能力。加强应

急物资的储备和管理，补足麻袋、救生衣、

铁锹等应急物资 6300 余件（套），确保随时

可取管用。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通过微

信、短信及时转发气象信息，提前做好应

急准备，如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掌握、汇

报工作情况，畅通信息，强化协作。

（全媒体记者 杨柳）

防灾减灾防灾减灾

“我是中国民兵，我宣誓：服从中国共

产党领导，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忠实履行国

防义务，遵纪守法，服从命令……”近日，灵

泉街道办事处召开 2019 年民兵整组点验大

会，现场进行了宣读民兵干部任职命令、点

名站队、集体宣誓等点验程序。

全媒体记者 杨柳 摄

河东新区党工委
召开中心组学习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5 月 28 日，河东新区

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会，由省民族宗

教委政策法规处处长赵克彬作《宗教政策法规》宣

讲。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蒋萍莅会，新

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管委会副主

任周蓓主持会议。

赵克彬从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等方面

引经据典，全方面阐释了宗教政策法规。

专题讲座结束后，河东新区社事局、群工局、民政

局、灵泉街道等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讲课内容进行了交

流发言。

河东食药分局
开展“三小”食品安全专项治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近日，河东食药分局

对小作坊、小食品店和小餐饮（以下简称“三小”）开展

了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行动中，执法人员严格按照“登记备案一批、规范

提升一批、依法查处一批”的原则，全面排查建档，

依 法 登 记 备 案 ，落 实 监 管 责 任 ，整 治 违 法 违 规 行

为。特别是对于不按要求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无

证生产经营、制售伪劣食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打击整

顿。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128 人次、

执法车辆 29 台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10 件，取缔无证

小作坊 2 户，排查摸清“三小”底数，杜绝了无证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

灵泉街道办事处
召开低保民主评议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柳）5 月 28 日-31 日，灵

泉街道办事处召开 2019 年度低保动态调整民主评议

大会。

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首先进行了政策宣讲；然后

由各申请人员陈述家庭基本情况、经济状况以及申请

享受低保的理由，并接受调查组成员的询问与入户调

查人员情况补充；最后，由民主评议小组人员进行评

议实行无记名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形成结论，现场公

布投票结果并公示。

本次大会充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过程

透明、公开，既加强了低保政策的有力宣传，也让更多

人参与了低保工作的监督。经前期走访调查筛选，有

3 户不符合相关政策条件，其余 120 户低保申请户通

过了民主评议并进行三榜公示。

记者：您觉得遂宁在观音文化挖

掘与利用上有什么亮点，还有哪些需

要再提升？

赵晓鸿：遂宁的观音文化从不为

人知到被知晓到有一定影响力，是重

大进步。近段时间，遂宁在做观音文

化旅游城的规划建设，这方面有广阔

的前景。我觉得，遂宁应该做到“四

个一”。首先是建好一座观音文化旅

游城，依托观音文化，进一步挖掘观

音文化的历史内涵，建议把遂宁定位

为全球的观音文化交流中心，扩大影

响力；建议围绕观音文化旅游“演好

一台戏”，观音文化及其很多表现形

式是静态的，可以让观音文化活起

来，让游客和市民沉浸在观音文化的

动态展示之中；完善一条产业链，打

造一条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推进观

音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最后，全市

“形成一条心”，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

记者：在遂宁推进观音文化与旅

游融合方面，您有何建议？

赵晓鸿：前段时间听了故宫学院

院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先生

在成都的演讲，启发很大，建议请他

来为遂宁剖析、挖掘一下。我们所有

的文化旅游结合的起点，都是让人喜

欢，贴近生活，文化产品一旦生活化

就能走进人们的生活中，这一点可以

参考故宫文创产品。

记者：您觉得遂宁推进观音文化

旅游城建设有什么价值，应该怎样推

进？

赵晓鸿：我看了遂宁过去的建设

成果，很好，特别是圣莲岛建设很成

功。但圣莲岛作为观音文化旅游目

的地，还有所欠缺。下一步可以考虑

结合周围的岛，单独、系统、完整、高

规格地建设一个和历史文化相融、和

时尚相结合的旅游目的地，作为观音

文化旅游载体。同时，考虑与一些有

强大开发能力的企业合作，整体高规

格推进。

记者：目前，遂宁旅游经营管理、

服务人才还很缺乏，您在这方面有什

么建议？

赵晓鸿：旅游的成败，除了资源，

就是人的问题。好的旅游项目需要

人才支撑，使其变成现实。建议遂宁

在旅游人才培养方面走得更远些，如

果有需要，我们学校将全力整合相关

资源，提供优质的服务。

（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记者：在您看来，目前遂宁旅游

饭店行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鲍小伟：作为观音文化之乡，也

作为四川交通枢纽城市，近 10 年，遂

宁 饭 店 业 伴 随 着 旅 游 的 发 展 而 发

展。以星级饭店为龙头，多元化的饭

店也在进入市场，形成丰富的业态和

发展形式。

个人认为，在遂宁旅游发展中，

在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中，遂宁的星

级饭店还是作为排头兵。现在，遂宁

整个饭店业正朝着质量、品质不断提

升的方向良性发展。

记者：从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您对遂宁的饭店行业有什么建议？

鲍小伟：旅游饭店业绿色发展是

大势所趋，也是必然选择。旅游饭店

业坚持绿色发展是企业的责任和担

当，未来引进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理

念、新的手段，从建设、规划到经营

全过程把这种理念贯彻始终，让行业

成为绿色的先行者、倡导者、维护

者。

当下，饭店业的发展处在一个最

好的时段，在可持续发展中，首先要

与市委、市政府总体发展目标相结

合；尊重行业发展规律，目前有一些

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饭店品牌入驻遂

宁，对行业发展有很好的昭示意义，

也将带来很多国际化客源；可持续发

展是一个长远事业，需要饭店人自强

不息、拼搏奋进，把行业特色、温度、

品质传递给顾客和市场，通过这些推

动遂宁旅游饭店业更好地迎接文旅

融合发展的美好春天。

记者：能否从饭店人的角度谈一

下“工匠精神”？

鲍小伟：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从业 30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成为优

秀合格的饭店工作者而努力。“工匠

精神”乃中华民族强国兴业之精神，

是敬业奉献、精益求精的本质写照，

是德技双馨的充分体现，是吃苦耐

劳、专心致志的集中展示，在弘扬民

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工

匠精神是各行各业从业者所需要具

备的一种精神、一种斗志、一种行

为。

以“工匠精神”为指引的旅游饭

店人，要不忘初心，努力做到敬业、

乐业、守业、兴业，努力做到业精于

勤、业精于钻、业精于细、业精于为，

努力做到勤学习、勤思考、勤专研，

努力做到创新于服务之中、变革于发

展之中、跨越于时代之中，努力做到

事业价值与服务价值的相得益彰，以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实现自我价

值的提升、服务思想的提升、专业技

能的提升、文化修养的提升，以滴水

穿石的工作精神奋发向上，在平凡岗

位上书写绚丽多彩的服务新篇章。

（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

传递行业品质温度
迎接文旅融合发展春天
——访国家星评员、四川盛嘉饭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鲍小伟

挖掘观音文化历史内涵
打造系统完善产业链条

——访四川省旅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教授 赵晓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