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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6 月 13 日，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李卫娥一行到我市调研农

业政策性金融服务民营小微企业和乡村振兴相关工

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洪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我市就小微企业发展情况、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贷款补偿基金模式实施情况、农村路网建设推进

情况进行了交流。

李卫娥表示，农发行将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

不断创新服务内容、优化业务模式，支持遂宁小微企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工作。希望遂宁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

推动银政担风险分担模式在遂宁的试点。

吴相洪对农发行、省农担公司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真诚欢迎农发行、省农

担公司与遂宁开展深度合作，在信贷政策、信贷规模、金

融产品创新与服务和融资担保等方面，给予遂宁更多支

持。他强调，遂宁将严格督促有贷企业按照契约精神履

行贷款合同义务，不断优化金融政策环境，规范金融秩

序，推动农发行、省农担公司与我市不断在更宽领域、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深化合作，开创银政企合作的新局面。

调研组一行还前往大英祥凤寨水库进行实地调研。

新华社比什凯克 6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3 日

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会谈。两

国元首高度评价中吉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成果，一致

同意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 27 年来，两国关系经受住国

际风云考验，实现跨越发展，树立了相互尊重、平等合

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典范。我赞赏总统先生恪

守对华友好坚定立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吉尔吉斯

斯坦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为

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奉行的内外政策。中方愿同

吉方一道，弘扬中吉世代友好精神，深化互利合作，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加大相互支持，持之

以恒推进各领域合作，中吉共同发展繁荣之路就会越走

越宽广。 （下转02版）

遂宁市文化旅游主题语征集活
动进入评审阶段

20条主题语
进入最终评选环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醒）6 月 13 日，

遂宁文化旅游主题语征集活动正式进入评

审阶段，评审组对前期征集到的主题语进

行初评、复评，最终 20 条主题语进入最终

评选环节。

据了解，“一句话代言遂宁文旅”遂宁

市文化旅游主题语征集活动于 5 月 20 日启

动，6 月 10 日结束，期间共征集到来自北

京、上海、重庆、四川等省内外作品 2000 余

件，其中有效投稿 1592 条。目前，遂宁市文

化旅游主题语征集活动已形成了良好的号

召力、影响力， （紧转02版）

农发行总行调研我市相关工作

创新服务优化模式
支持遂宁小微企业发展

彭清华率省级领导干部在泸定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时强调

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四川新的长征路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参加

广告

广告

四川日报讯 6 月 12 日，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率省级领导干部

前往泸定县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深切缅

怀 革 命 先 烈 ，追 忆 红 军 长 征 的 峥 嵘 岁

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优良

革命传统，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畏艰

难、攻坚克难，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四川

新的长征路，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政协主席

柯尊平，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参加。

泸定桥曾是川藏交通要道和军事要

津，以红军长征期间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壮

举载入中国革命光辉史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级领导班子中心组

学习（省级领导干部读书班），把赴泸定

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作为集中学习的重

要内容。 12 日上午，省级领导干部来到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广场，向纪念碑敬

献花篮。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武警战

士抬起花篮拾阶而上，将花篮轻轻摆放在

纪念碑基座前。彭清华缓步向前，仔细整

理缎带，驻足凝视。花篮缎带上“长征精

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庄重而醒目。随

后，大家向纪念碑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

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省领导怀

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战略转移”“抢险飞

夺”“传播火种”“北上征程”等展厅，仔

细观看一张张历史图片、一件件文献实

物、一段段文字记录，详细了解红军飞夺

泸定桥惊心动魄的过程。在泸定桥西桥

头，大家踏上横亘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实

地感受飞夺泸定桥战斗的艰难卓绝。12
日下午，省领导在泸定县听取了省委党

史研究室专家所作的“红军长征在四川

的光荣历史”专题报告，共同接受党史党

性教育。

大家谈到，在大渡河畔、泸定桥边缅

怀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许多历史事件和

英雄壮举虽早已耳熟能详，但每次重温仍

然在心灵上受到强烈撞击，就是因为蕴含

其中的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大家表示，

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作为自己的毕

生追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把事业扛

在肩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把工作摆在首

位，对党中央负责、对习近平总书记负

责、对全省人民负责，始终沿着党中央指

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

察长参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6 月 13 日，市政协党

组书记、主席刘德福率市政协、市经信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扶贫开发局及河东新区管委会相关人员深入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明确企业定位，保

品质、抓营销，做大做强企业主业。

刘德福一行参观了柳树电航工程项目、四川天马玻

璃有限公司、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厂区，详细了解了

企业生产情况、市场销售情况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情况。

据了解，今年 1—4 月，舍得酒业销售业绩高唱凯歌，持

续向好。

听取了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对企业发展

规划、实施路径、品牌营销等方面汇报后，刘德福希望，

企业要明确企业定位，发挥自身综合优势，抢抓政策机

遇和市场机遇，重点围绕生态酿酒核心产业，大力发展

配套产业，努力打造百亿企业。要加大产品营销力度，

宣传舍得文化，弘扬舍得精神，深挖市场潜力，持续做大

总量。刘德福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的支持和服务力度，积极作为，主动解决好企业

提出的问题，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好务，助力企业做大

做强。

市政协秘书长刘锋华参加调研。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会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近日，记者获悉，我市

已建成 105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并投入使用，进一步丰富

了我市少儿活动的内容，有效拓展了我市少儿活动的空

间。

据了解，我市各级少先队组织围绕育人目标，以推

进少年儿童全面成长为导向，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总揽，

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加强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

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目

前，我市已建成 5 个县 (区 )级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7 所

“假日学校”和 105 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并投入使用。

此外，为切实提高少先队辅导员专业素养，我市多

次组织开展少先队辅导员、团干部、班主任培训等，如举

办为期 4 天的 2018 年遂宁市少先队辅导员培训班，邀请

市内外少先队工作专家名师开设专题讲座，并参观少先

队主题队会现场展示，有效提高少先队工作水平。“崇尚

英雄精忠报国”、“少年传承中华美德”等 20 余个教育活

动深入开展，这些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我市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刘德福在舍得酒业调研时希望

明确企业定位
做大做强主业

我市已建成
105个乡村学校少年宫

2019 年 6 月 12 日，航拍遂宁市河东新区湿地公园，一片绿色呈现在眼前。近年来，遂宁坚持走生态、低碳、循环、高效的绿色发展之路，

今年更是将绿色发展推向更高层次，实施了“遂州绿道”工程，计划 4 年建成城市绿道 200 公里以上，同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优化生态环

境，保护好遂宁“两山三水拥一城”的自然格局，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本底、独特的山水资源，引水引绿入城，实现 300 米见绿、500 米见水，实

现城市在绿水青山中“自然生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奋 斗 新 时 代

记者一线行壮丽壮丽壮丽壮丽 年年年年

广告

走进蓬溪县上游工业园的四川美

立方门业有限公司的激光切割生产车

间，“工人们”正忙着在机床前进行智能

化操作。这些来自蓬溪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的学生作为企业的技能人才将

在毕业后正式上岗，缓解一直以来困扰

企业的用工难题。

校企合作缘于 5 月 23 日在蓬溪县

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集中学习暨优

化工业环境发展座谈会上，蓬溪县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和四川美立方门业有限

公司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学校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企业则为学

校老师和学生提供实训基地。

促 进 校 企 合 作 ，解 决 企 业 发 展 难

题，今年以来蓬溪县人大常委会分界别

成立的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已经成

为蓬溪县省、市、县人大代表优化营商

环境的履职平台。成立 5 个月以来，工

业界“人大代表之家”架起了企业与政府

部门沟通的桥梁，更有针对性、系统性、

专业性地帮助工业企业解决发展中的难

题，促进工业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把专业人才聚集到一起

2017 年，四川美立方门业公司开始

技改扩能。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

技改扩能后美立方的用工量将从过去

的 300 余人减少到 200 余人。然而用工

量的减少却给企业带来“用工难”的新

问题。

“设备的智能化使得我们急需一批懂

技术的工人，而这正是企业所缺少的。”

四川美立方门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学军

告诉记者，员工缺口最严重的时候，激光

切割岗位竟然找不到一个技术工人。

让李学军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困扰

企业 2 年的难题随着蓬溪县工业界“人

大代表之家”的成立而迅速解决。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工业

经济发展，今年 1 月 10 日，蓬溪县分界

别成立了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与

以往成立方式不同，工业界“人大代表

之家”汇集了 15 名来自蓬溪县工业领

域的省、市、县人大代表，他们主要针对

工业企业的发展问题进行调研，提出意

见和建议。 （紧转03版）

打破按区域成立代表之家限制 15名工业界省市县人大代表汇智聚力

蓬溪探索人大代表专业履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