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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船山，骄阳似火，行走在老池乡

各村社，街巷干净整洁、井然有序，一幢幢

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水泥路整洁通畅，

绿树、鲜花遍布村庄……这一道道令人欣

喜的美丽风景，是老池乡持续推进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真实写照。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

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近

年来，老池乡针对农村环保设施少、农村

生活垃圾多、农村面源污染广等农村环境

“短板”问题，通过完善“三保障”、促进“三

个落实”持续推进以“农村生活垃圾清运、

生活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厕所

革命”等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使该乡的“颜值”得到了显著提升。

近日，记者在老池乡场镇的污水处理

厂看到，厂里的 7 个池子正在有序运转。

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人员周开万告诉记者，

他们采用的是“厌氧”工艺流程对污水进

行处理，污水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通过管网将污水抽到集水池，再到

厌氧池进行生物发酵，生物发酵过后就到

爆氧池进行氧化，对有机物进行降解，降

解过后就进入沉淀池，通过沉淀、加药、除

磷、除氮，最后利用紫外线‘杀死’大肠杆

菌，然后就可以达标排放了。”周开万说，

处理后排放出的水基本达到了国家三类水

的标准，可以直接通过氧化塘或边沟进入

自然水体循环，并用于浇灌作物等。“这样

一来，就能够切实改善老池乡场镇的水环

境质量，居民也能用上放心水。”

“以前没有污水处理厂的时候，污水

横流、臭气熏天，周围居住怨声载道，现在

好了，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过后水质清

了，空气也清新了。”对于环境的改善，老

池乡场镇居民卢自豪感受颇深。

据了解，老池乡污水处理厂于 2012 年

开始修建，2013 年正式投入使用。使用后

的污水处理厂每天能够处理 800 吨污水，

可解决场镇 5000 人的污水排放问题。

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让老池乡

场镇居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该乡学田村

的村容村貌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在学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记者

老远就看见几个村民正拿着扫帚、铁锹，

清扫道路两旁、房前屋后的垃圾和废弃

物，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如今的学田

村，一栋栋房屋鳞次栉比，宽敞明亮，房屋

四周没有以往的臭水沟、生活垃圾，取而

代之的是漂亮整洁的人居环境。

“自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

村上就新增加了公益性岗位，把责任分配

人头，每一个公益性岗位的人负责把这一

段路清扫干净，同时要保证清扫的垃圾入

池。”学田村村支部书记彭慧告诉记者，村

上每个月会安排村监委会主任带着村民社

员代表到各个村民家里面对清洁卫生情况

进行评比、打分，通过评比奖励让村民自

觉参与劳动、爱护环境，这样整个村社的

人居环境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老池乡学田村村民唐碧华于 2018 年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进了现在的新村居民

聚居点，谈起搬迁前后的变化，唐碧华感

触颇深。“以前房前屋后都是垃圾、家禽粪

便，现在环境改善了，生活也改善了。”

学田村、场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只是老

池乡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个缩

影。

“我们将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作为

‘乡村振兴’的一项长期重要工作扎实推

进。”老池乡党委书记黄自然介绍到，近年

来，为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

老池乡成立了四级责任机制，形成落实工

作责任和目标任务。同时还完善基础设施

保障，促进治理能力落实，完善村社路建

设，将村社水泥道路修通到社，并逐步联

通到大的院落，方便垃圾车辆零距离清

运。除此之外，老池乡还修建了垃圾处理

设施，购买了垃圾清运车辆等设备，建设

污水处理厂和管网，推进改厨改厕革命，

提升分散无害化处理能力。

截至目前，老池乡统筹交通扶贫、油

料大县等项目资金 2000 余万元建设通社

入院道路 30 多公里，建设垃圾收集房 80 余

处；统筹人社、农业等项目资金 300 余万

元，聘请了 86 位专门人员清扫垃圾和农业

秸秆，落实清扫保洁效果；统筹环保、城管

等项目资金 800 多万元，建设污水处理站 2
座和管网 20 公里，落实了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治理。

通过持续治理，老池乡的农村人居环

境将明显提升，也进一步凸显出老池乡特

有的乡土田园风貌和文化特色。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按规划逐步推

进，多元化筹集资金，为农村人居环境治

理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谈及下一步工作，

黄自然说，老池乡将狠抓农村生活垃圾清

运，生活污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

工作，并广泛宣传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

性，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工作，共同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

老池成为环境优美、生活富裕、乡风文明

的典范。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我区积极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项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今年以来，船山区按

照“村景一体、文景相融”的发展思路将河沙镇凤凰

咀村打造成“特色种植+休闲度假”的农旅型示范村，

拟建民宿庄园区、果酒庄园区、农博庄园区、花卉庄

园区和菊花基地、葡萄基地、玫瑰基地“四区三基

地”，大力发展采摘体验、农科博览、创意休闲等新业

态。

在建设过程中，船山区采取“政府+企业+农民”

的资金筹措模式，共计投资 10788 万元，其中：政府投

资 3816 万，企业投资 5792 万，农民自投 1180 万。按

照“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由企业统一

经营，农户参与分红，实现资源变资本，农民变股民，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同时，按照“保留居民点不影响

生活，新建居民点生态宜居”的原则，船山区将对凤

凰咀村进行重新改造，科学布局聚居点和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确保村民生活便捷舒适。据悉，凤凰咀村

拟新建居民点 1 个，扩建居民点 2 个，规划常住人口

1050 人。

区行政审批局
“一窗通”让企业办证再提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记者获悉，四

川省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区

行政审批局立即设立便民“一窗通”窗口，实现内资

有限公司、内资股份有限公司 3 个工作日办照、1 个

工作日刻章、1 个工作日办理税务及社保登记（有前

置审批事项的除外），提高了企业开办审批效率。

同时，区行政审批局安排导办员就“一窗通”平

台的操作流程向办事企业进行指导、讲解，引导申请

人完成注册并实名认证后，录入设立登记、制章、办

税、社保信息即可完成营业执照核准，同时，系统将

在 10 分钟内将信息推送至公安和税务部门。除此

之外，区行政审批局运用“一窗通”平台以来有效地

减少了企业办证时间，实现了从“群众跑腿”到“信

息跑路”、从“群众来回跑”到“部门协同办”、从“被

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目前，该局办理相对提速

50％，咨询、了解“一窗通”平台的企业 21 家，已通过

“一窗通”平台办理了 12 户企业设立登记，办理完成

率 100%。

区交运局
督导农村公路建设工作

本报讯（曾少宏 全媒体记者 梁惠）6 月 4 日至

5 日，区交运局党组书记、局长奉宁率队督导船山区

农村公路建设工作。2 天时间，区交运局督导组一行

先后走访了桂花镇、仁里镇、永兴镇等 6 个乡镇，深入

三圣村、刘板桥村、棕树村等扶贫道路建设施工现

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听取施工单位汇报，详细了

解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桂花镇金井村，针对群众反映的翻山路、断头

路、道路破损严重等问题，区交运局组织镇村干部现

场确定整治方案，优先解决当前紧要的翻山路问题，

安排专人迅速启动项目前期工作。在永兴镇明镜

村，针对项目工程前期工作进展缓慢问题，区交运局

给镇村干部出主意、想办法，积极谋划项目包装思

路，推动项目早日落地实施。

督导中，区交运局要求，要严格按图施工，保证

工程质量；要加快施工进度，让老百姓早日走上放心

路；要确保施工安全，尤其是汛期施工安全；鼓励施

工方就近吸收本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营造和谐稳

定的施工环境。

区工商联召开
“三转”实践活动动员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28 日下午，区工

商联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召开“三转”实践活动动员

会。会议传达贯彻了四川省工商联、遂宁市工商联

“三转”实践活动动员大会精神，要求抓好“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实践活动，以适应当前非公有制经

济领域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更好为非公经济健康发

展服务，不断提升区工商联工作水平。

会议要求，要紧扣“两个健康”工作主题，以促进

“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建设为

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按照“搭平台、建机制、创

品牌、强服务”的工作思路，找准工作定位，创新工作

举措，强化工作保障，不断增强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认真深刻

领会“三转”活动内核精神，突出重点、统筹推进，成

立“三转”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统战性、经济性、民间

性”职能优势，发挥优势，主动作为，推进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为深入实施“1153”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成渝

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区贡献力量。

介福路代表小组开展集中
视察暨“选民接待日”活动

本报讯（唐佳佳 全媒体记者 杨雨）近日，介福

路街道人大工委组织介福路代表小组市、区人大代

表开展代表集中视察暨代表联络站“选民接待日”活

动。

代表小组首先参观视察了锦华幼儿园学前教育

及食堂卫生安全情况，对幼儿园相关工作予以了充

分肯定，并就学前教育和学校食堂安全领域目前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进行认真搜集，部分代表就相关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随后，代表小组还来到燕山社区的人大代表联

络站开展“选民接待日”活动，与选民面对面交流，悉

心听取选民的意见建议和相关诉求，耐心解答群众

关心关切的问题。

永兴镇开展
庆端午主题活动

6 月 5 日，永兴镇举行了“粽叶飘

香迎端午 幸福和谐永兴情”庆端午

主题活动。

本 次 活 动 举 行 了 包 粽 子 大 赛 、

端午传统知识有奖竞答以及节目表

演，不仅丰富了永兴镇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联络了邻里感情，增强了永

兴凝聚力，更进一步展现了新时代永

兴 镇 居 民 的 新 生 活 、新 风 尚 、新 面

貌。 全媒体记者 梁惠/摄

环境大提升“颜值”大变样
老池乡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蒋毅）近日，记

者从区应急管理局获悉，汛期来临，船山

区提早谋划，四举措全力投入防汛减灾

工作。

据介绍，全区各乡镇、街道开展汛期

隐患拉网排查，狠抓隐患整改落实。区

绩效办组织区应急、水利、自然资源部门

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出动 60 余人次 ,对
全区 8 个乡镇街道和 6 个街道办事处开

展拉网式防汛隐患大排查，建立隐患台

账，并挂图作战，督促相关单位限时整改

落实到位。目前，我区共排查隐患点 36
处，发现隐患 4 处，现已全部整改。

同时，船山区多方配合，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我区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

建等部门切实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对接

沟通，依靠监测平台及时公布预测信息，

发放减灾明白卡 500 余张，开展防灾减灾

演练 2 次，引导群众按照相关预案的要求

避险避让并做好临灾防范。

除此之外，船山区还组建了防灾抢

险队伍，提高应急救援能力。截止目前，

全区建立了区级防灾抢险队伍 3 支共计

139 人，组建基层防灾抢险应急队伍 22 支

共计 350 余人；加强减灾保障，推进隐患

治理。 2019 年地质灾害治理项目（民生

工程）省投补助资金下达 186.18 万元，群

策群防专职监测补助资金 17.64 万元，主

要用于到 36 处隐患点进行专职监测，目

前全区正加快实施 1 处工程治理，2 户避

险搬迁安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

由区交运局主办、区地方海事处承办，圣莲

公司、天泰旅游公司、仁里镇管船站协办的

船山区 2019年水上交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演练活动在犀牛堤码头观音湖水域举

行。

记者看到，现场分别开展了游船乘

客落水营救、作业船舶失火扑救、渡船失

去动力（失控）三类水上易发事故应急演

练。演练中，综合协调组、现场指挥组、

抢险救援组、后勤保障组等人员各司其

职，在将近 1 个钟头内，演练中落水人员

成功救起，失火船只成功灭火，失控船只

得到有效撤离，整个过程十分顺利，人员

配合默契，应急营救有力，达到了演练的

预期目的。

“通过应急预案的演练可以检验应

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方便进一

步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的

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谈此次应

急演练，区地方海事处处长陈平介绍说，

通过应急预案的演练可以完善相关方面

的准备，同时达到锻炼队伍的目的。通

过不同部门人员参与演练可以更好地熟

悉应急预案中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

和处置能力。

陈平告诉记者，通过预案的演练，参

与部门的人员和周边群众不仅提高了水

上安全的意识，还提高了水上安全事故

的现场处理能力和救援能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因昨夜

连续大雨，龙凤社区出现严重险情，经现

场查看表明因持续下雨，渠河水位暴涨，

渠河两岸泥土不断下滑可能引发塌陷，

要求镇防汛指挥部尽快调查处理。”接到

龙凤社区险情报告后，指挥部成员果断

处置，指挥各抢险队员分头行动，迅速出

击，历经艰苦作战，终于化险为夷。这是

近日龙凤镇救护演练现场的场景。

为进一步提高汛期突发地质灾害的

应急反应能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防

灾避灾意识，龙凤镇举行防汛抢险应急

演练，全镇干部职工、村（社区）三职、基

干民兵、卫生院、派出所、消防队等 80 余

人参加本次演练。本次防汛演练的目

的，是为了保证在发生突发地质灾害的

情况下，各相关部门能够迅速、高效、有

序的安全撤离危险区群众，做好地质灾

害的防灾避灾和抢险救灾应急工作，最

大限度地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整个演练期间，演练现场秩序井然，

各参演人员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各项

任务。通过本次演练，镇政府提高了应

对突发事件的综合处置能力，增强了群

众的防灾避灾意识，为突发事件应急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雨） 6 月 5
日，唐家乡在东山村开展了 2019 年应急

防汛演练。

“报告副指挥长，目前黄连沱水位

105 米，相应流量每秒 17000 立方米，降雨

持续，洪水持续上涨。”9 点钟，联络员向

指挥部报告了洪水情况。分析情况之

后，唐家乡果断启动了三级防汛应急响

应，并立即派出应急抢险车辆前往向家

河坝、郭安河坝转移受困群众。医疗救

护组、应急抢险组、后勤保障组等小组成

员各司其责，整个应急抢险过程有条不

紊地进行着。 9 点 23 分，东山村桥头溢

洪坝堤防出现险情，有溃坝危险，应急抢

险组立即赶往发现险情处，挖土、装袋、

筑堤……短短 5 分钟时间，应急抢险组封

堵完毕坝体。与此同时，受困群众也已

经全部完成转移，险情基本解除。

整个演练过程中，各小组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应急抢险任务。

本次演练，让唐家乡应急小组进一步熟

悉了防汛工作预案，深入了解防汛调度

流程，提升了迅速有效处理应对洪涝灾

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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