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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6 月 5
日，县委召开十三届 95 次常委会会

议。县委书记蒋喻新主持会议，县委

副书记、县长张韬，县委常委杨文彬、

黎云凯、杜胜、邓茂、潘化荣、马英、

田斌、任德武出席会议。县政协主席

李晓曦列席会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央、省委领

导近期关于残疾人工作的重要讲话

及指示精神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会议强调，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十分关心残疾人的权益和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残疾人事业发

展作出重要指示，特别是今年 5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第六次全国自

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推进残疾

人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全县

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把中央、省委

领 导 有 关 残 疾 人 工 作 讲 话 落 到 实

处。要学习好、贯彻好《残疾人保障

法》，依法支持、帮助残疾人解决好实

际问题。县残联要充分发挥党委政

府联系服务残疾人桥梁纽带作用，更

加用心用情用力为残疾人办好事、解

难事，做残疾人权益的捍卫者、生活

的好帮手、情感的贴心人，千方百计

激发残疾人的内生动力，激励广大残

疾人不畏艰难困苦，努力活出“精彩

人生”。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第五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四川省开展“回头

看”情况反馈会精神，对我县整改落

实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

的意见以及省委书记彭清华的表态

讲话，态度鲜明、指向明确、要求严

格。全县上下对形势务必高度警醒，

对问题务必全面认识、全面整改。要

在认识上再提升，全县各级各部门要

深刻认识生态环保的重大责任，把

“回头看”问题整改放在当前工作的

重要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良

好的精神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确

保涉及我县的问题全部按时整改到

位；要在力度上再加大，要认真对照

中央反馈意见和省市统一安排部署，

研究细化我县具体的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责任、措施、时限和要求。同时

要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确保全县生

态环保工作取得实效、再上台阶；要

在责任上再压实，要始终坚持“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各方密切配合、统

筹推进、系统整改，做到真抓真管真

见效。要坚持问责问效，严督实导、

严管严查，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

位导致整改质量不过关、任务不达

标、群众不认可的，要严肃问责。

会议听取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

减 灾 和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工 作 情 况 汇

报。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防汛减灾

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事关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是检验党员干部“四个意识”强不

强、群众意识强不强的试金石，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防灾减

灾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忧患意识、

底线意识，切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

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要进一步

强化工作措施，县应急管理局要履行

好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各级各部门要

积极配合，进一步查隐患、扎整改，建

机制、塞漏洞，防风险、补短板；要进

一步压实责任，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

“一盘棋”思想，真正做到“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要严格执

行好值班值守制度和问责追究制度，

把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副县长邹清及县直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列席会议。

县委召开十三届95次常委会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6 月 4 日，全市诉源治理工作会议在射洪召

开，传达贯彻全省法院诉源治理暨繁简分流现场推进会精神，安排部署相

关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推动和深化诉源治理，形成党政主导的诉源治理新

格局，打造遂宁市诉源治理“升级版”“加强版”，为我市加快建设成渝发

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徐承，市政协副主席谢炯，县委书记蒋喻新参加会议。

周霖临在讲话中指出，全市各级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诉源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作为，全面构建诉源治理的新格局和新

体系。诉源治理中，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把牢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形成正确的工作导向；坚持法治思维引领，树立正确的价值

取向。各级各部门要着眼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开展

诉源治理工作。要以统筹谋划和队伍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坚持把基层作

为诉源治理的主战场，全力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资源向诉前倾

斜，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诉源治理的新成效和基层社会治

理的新成果向祖国 70 华诞献礼。

会上，市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范芹就全市法院系统做好诉源治理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德武围绕射洪党政主导推

进诉源治理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召开前，与会人员到县道路交通事故集中处置中心、县综治中心

等地现场参观，听取我县基层三治共建、六联机制等特色工作经验介绍。

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陈良，县法院院长杨清明及市县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全市诉源治理工作会议在我县召开

形成党政主导的诉源治理新格局
打造诉源治理“升级版”“加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6 月 5 日，水利部、生态环境部联合派出第

三方评估单位河海大学，到我县开展河长制总结评估工作。省河湖保护

局副局长陈庆、副县长蒋桂彬等陪同调研。

评估组一行先后来到沱牌镇、盐井广场、大榆镇、东岳乡、天仙镇等

地，实地检查河长制公示牌及河道环境，听取各乡镇关于河长制推行情况

的介绍，并就我县河长制及河道保护情况对当地群众进行问卷调查。随

后，评估组还详细查看我县评估资料。

我县自 2017 年开展河长制工作以来，在河湖治理保护上取得成效。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100%，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

75%；关闭拆除江河沿线禁养区养殖场 161 家，依法取缔网箱养鱼 3 处，关

停污染工矿企业 4 家；依法拆除涪江、梓江流域 51 家砂石开采加工企业，

截至目前已清理河岸线 7000 余米，采砂坑凼回填平整 21000 余方，复垦复绿

220 余亩；通过开展“清河、护岸、净水、保水”“六大专项行动”等工作，有效改

善河面环境卫生，流域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评估组充分肯定我县的河长制工作，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水利部生态环境部评估组
到我县开展河长制总结评估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

鹂。小满时节，金家镇老鹤村三组的

青蛙养殖基地，远远望去，一张张白

色网子把田野分成一个个长方形的

小格子；来到田野，只见青蛙栖息地

地垄整齐、沟渠畅通、井然有序，10
多名农民正在忙碌，密密麻麻的小蝌

蚪在田里游弋……

“盖上尼龙网防鸟儿来偷食，田

埂边围住防青蛙跳出来。青蛙养殖

也要圈养 !”正在查看青蛙长势的回

乡抱团创业的青蛙养殖户蒋军对记

者说。

抱团创业绿色养殖
要让家乡振兴起来

常年在外从事二次供水的蒋军

每次回家都看见村里的田地没有人

种撂荒很多，觉得非常可惜；每年春

节镇里都要召开返乡农民工座谈会，

向他们通报镇情、介绍优惠政策、呼

吁返乡创业。

“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我何

不该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让老家振

兴一把呢？”蒋军的想法得到了同样

在外创业的任长春的支持，于是两人

决定返乡抱团创业！

返乡做什么项目呢？这是摆在

他们面前的第一道题。经过多方考

证，他们决定养青蛙。“我们俩人了解

了一下本地酒店、餐馆、群众餐桌情

况。青蛙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在餐

桌上能受到客人、群众的青睐，但野

生青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数量有

限，因此决定合伙投资青蛙养殖。再

者养殖基地水不用愁，我们这里水质

和土壤条件较好，适合青蛙的仿自然

生态养殖。”蒋军说。

任长春还说出了养殖青蛙的另

一个理由：青蛙排泄物很少，也不污

染水源，而且是用一种高蛋白合成饲

料专用饲料喂养，与市面上老百姓常

见的牛蛙不一样，这种青蛙富含多种

氨基酸和高蛋白，营养价值高，所以

市 场 前 景 好 ，需 求 大 ，目 前 市 价 在

25—30 元 /斤。

说干就干。在镇村领导大力支

持协调下，去年 9 月，他们的创业蓝

图开始实施。从造型安网一直到今

年 4 月份完工，目前一期青蛙养殖面

积是 60 亩，投资 120 万元，把一部分

撂荒田和沉水田建成大大小小 90 个

养殖“圈”。

“今年 4 月放种蛙苗，按照现在的

长势，9 月份就可上市卖钱！”蒋军高

兴地说。

青蛙跳出“致富路”
就业创业都有幸福感

“我把自家的２亩多撂荒田流转

给蒋军，每年可得租金 1500 元，还可

在这里务工，每天 80 元，每月可挣

2000 多元，而且做的都是些耍耍活

路，简直划得着！”正在基地干活的三

组贫困户王中秀在这里收获了满满

的幸福。

在这 10 多名常年务工的村民中，

大多数是老弱病残者，因为缺劳力田

地撂荒，现在像王中秀一样，不仅坐

收租金，还可务工挣钱。

同样在这里收获幸福感的还有

蒋军及伙伴。“按照目前 60 亩的养殖

规模，每亩可产 1000 斤，共可达 6 万

斤，参照目前市场每斤 25-30 元的价

格，今年毛收入 180 万元不成问题！”

蒋军说。

记者看到，在养殖基地不远处的

村旧办公室和闲置村小学，几名工人

正在整修房间、粉刷墙壁。“这是我们

俩准备搞的农家乐！”蒋军介绍说。

由于村旧办公室和闲置村小学

地处交通要道，到金家场镇也近，他

们就决定把它改造成农家乐，主打美

食青蛙，自产自销一部分，并在基地

的田岸上栽植瓜蒌、葡萄、脆李等让

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一把农

家乐趣、田野风情，到基地开展钓青

蛙、抓青蛙等乡村亲子活动，让城里

人一年四季来到村里都有看的、有吃

的、有玩的，还有值得留念的。

“实现养殖业与乡村旅游融合，

就可进一步扩大青蛙市场需求，扩大

养殖规模，吸引更多本村人就业，真

正把我们村振兴起来！”蒋军成竹在

胸、信心满满。

（全媒体记者 欧阳 贾明高）

射洪返乡农民抱团创业
“圈”养青蛙变“金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6 月 6 日，省

委召开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暨全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县委书记蒋喻新，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韬，县政

协主席李晓曦等全体在家领导在射洪分会场

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

的重大部署，对我们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团

结带领人民在新时代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推向前进，对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落实主

题教育各项任务，认真抓好学习教育，切实加

强理论武装，强化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要加强组织

领导，夯实工作责任，搞好督促指导，营造浓厚

氛围，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序开展；要把学和

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来，以思想自觉

引领行动自觉，以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要

力戒形式主义，减少繁文缛节，减轻基层负担，

以好的作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射洪组织收看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暨
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6 月

7 日是高考第一天。当天，县委书记

蒋喻新率队来到县国家教育考试指挥

中心，通过监控画面查看考点内外环

境、保障措施准备以及考场内部情况

等，并听取我县相关情况汇报。副县

长王勇及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陪同。

据了解，今年我县参加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的高考报名人数为 6236
人，设有射洪中学实验学校考点，太和

中学考点，射洪中学富强考点、繁荣考

点，太和一小 5 个考点。

当天，蒋喻新还来到 5 个考点外

围巡考。蒋喻新强调，高考是涉及千

家万户的大事，是广大考生一生的要

事，全社会高度关注。相关职能部门

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切实做到管理

到位、监管到位、服务到位；要全力做

好后勤保障，为考生创造安静、舒适、

安全的考试环境；要各司其责，坚守岗

位，全力确保今年高考安全、平稳、有

序。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许竣
钦）6 月 6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韬带领检查组到射洪中学富

强校区、实验校区，太和一小，

太和中学考点检查高考准备工

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陈

良，副县长王勇参加检查。

每到一处，检查组都深入考

场、监控室、食宿点等地，听取

相关部门、考点负责人对各项工

作准备情况汇报，询问考场布

置、安保措施、饮食住宿、应急

处置、视频监控、考点及周边环

境秩序、交通管制等情况。

张韬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

户，各相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加

强配合，抓好高考的相关工作。

公安、交通、环保、城管执法和

通信等部门要集中排查考点周

边的治安、交通隐患，禁止噪音

干扰，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

全的考试环境。

6 月 7 日上午 9 点，一年一度的高考拉开帷幕。上午 8

时，记者在射洪中学富强考点门口看到，很多考生在等待进

场的同时拿起课本温习知识点。前来送考的家长也站在人

群中默默注视着自己的孩子进入考场。在各考点大门两

侧，记者看到县内多家爱心单位和企业支起帐篷，为考生和

家长提供免费的矿泉水和休息点。出租车、驾校等民间车

队爱心送考，交警、特警、城管等为此次高考保驾护航。图
为考生自信走出考场

（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

蒋喻新高考首日巡考

努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张韬带队检查高考考点和食宿点准备工作

营造安静安全考试环境

射洪 6236名考生
参加高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6 月 5 日下午，全省落实“两不愁三保障”

回头看大排查工作部署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

落实措施。会议以电视会议形式召开。县委书记蒋喻新，县委副书记、县

长张韬，县政协主席李晓曦等全体在家的县级领导在射洪分会场收听收

看会议。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把开展“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作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齐心协力把这项工作做

深做细做实，进一步摸清底数、找准存在问题、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提高脱

贫质量，确保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省主会场会议结束后，我县立即召开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

排查工作动员会。蒋喻新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此次大

排查时间更紧、要求更严，越是到最后，越是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韧

劲。要精心准备，建立沟通协调会商机制，收集汇总问题，强化“清单制+
责任制”管理。要细化制定各自大排查具体方案，做好工作对接和步骤衔

接，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全县大排查工作更有操作性、针对性、时效

性，让问题整改更有保证，确保责任落实到人、工作落实到位。

蒋喻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时间节点、立即

部署，充分认识到“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的重要性、紧迫性；要严

明纪律、认真开展排查，各级干部和帮扶力量要通过交叉排查的方式，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一村一村地

查、一户一户地过、一项一项地问，不遮掩、不隐瞒，确保高质量完成“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坚决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县收听收看全省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部署会议

扎实推进回头看大排查工作
切实提高脱贫质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5 月 29 日至 30 日，理县政协主席王勇带领

考察团到我县考察乡村振兴工作。县政协主席李晓曦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到沱牌镇青岗村、瞿河乡高家沟村、玉太乡螺湖半岛

社区和大榆镇古井口“芦溪开心谷”园区实地察看，对农业产业发展、人居

环境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基层治理等工作进行详细了解，认为我县农业

产业发展迅速，农村生态环境优美，特别是探索了“六手印记”等基层治理

经验，取得了十分明显成效，值得学习借鉴。

考察团感谢我县长期以来对理县的关心支持，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加强同我县的学习交流，通过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在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

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积极助推两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再

上新台阶。

遂宁市人社局副局长、理县县委常委、理县副县长刘旭，理县政协副主席王天

宝、欧阳平，理县政协秘书长刘福国参加考察。县政协秘书长杜敬华陪同考察。

理县政协考察团到我县考察乡村振兴工作

加强学习交流 共促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