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蓬溪仙桃主要分布在蓬溪县任隆镇

八角村、苏家沟村、五郎村、幸福桥村、白

泥垭村、红一村、红五村、黑白沟村等。

蓬溪仙桃主要特点为色泽鲜艳、白

里透红，香、脆、甜。平均单果重 182
克，最大果重 420 克以上；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达 15.1%，营养丰富，含丰富铁

质，能增加人体血红蛋白数量，养血美

颜，活血化淤；同一品种比其它地区早

成熟 10 天以上；货架期长达 15 天、耐贮

运。早熟品种松生、松山、5 月脆、凤凰

桃、胭脂脆桃、春密；中熟品种 60-4-1
（皮球桃），北凤桃，大久保等；晚熟品种

有大桃王、小桃王、八月脆等品种。

2009 年 9 月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授予蓬溪“中国优质桃之乡”和“中华

名果”称号，2012 年 8 月获得农业部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2012 年 12 月“桃仙溪

蓬”牌商标获遂宁市知名商标。

（销售时间：每年5月——8月）

蓬溪仙桃

帮扶提升 促小区环境改善硬件提升

你住的小区管理得怎么样？有什么特色亮点？又有哪些难题无法解决？为进一步巩
固、深化、延伸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6 月 10 日，市精神文明建
设委员会、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印发《遂宁市城区“最佳小区和最差小区”评选活动实施方案》
通知，意味着市城区新一轮“最佳小区和最差小区”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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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区“最佳小区和最差小区”
评选活动启动

广告

广告

据了解，最佳小区由市文明委和市

城管委授予“最佳小区”称号并挂牌，

给予该小区所在街道办一次性 5 万元

“以奖代补”工作经费。对每个最佳小

区所在的辖区，分别加年度城市管理

考核分 0.2 分。对小区物业管理机构授

予“最佳小区”物业管理先进单位称

号 ，对 该 项 工 作 成 绩 突 出 者 给 予 表

扬。对已经授牌的“最佳小区”，复查

不符合标准的，扣减所在的辖区相应

的年度城市管理考核分 0.3 分。

最差小区由市文明委和市城管委

给予“最差小区”称号并挂牌，市级挂

片领导组织该小区所在的辖区以及市

级对口责任单位、联系帮扶单位、所在

街道办事处、社区，针对小区存在的具

体问题逐一提出整改方案，限期整改

提升，并面向社会公布相关情况。市

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最差小区进行

整改复查，对整改符合要求并能长期

保持的，取消最差称号，并给予该小区

3 万元作为整改补助经费。

市评选领导小组办公室对 6 个月

内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小区进行效能

通报，扣减该小区所在的辖区年度城

市管理考核分 0.5 分，扣减该小区市级

对口责任单位年度城市管理考核分 0.3
分，扣减市级联系帮扶单位年度城市

管理考核分 0.1 分，按照行政效能问责

办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且凡两

次以上被评为“最差小区”称号的，按

责任体系逐级深刻检查，对相关领导、

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问责。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据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市

城区开展“最佳小区和最差小区”评选

活动旨在优化社区、小区、院落基础工

作，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约束、自我提升意识，保持全国文明

城市建设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力，

提高广大市民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

指数。

此次参加评选的范围为市城区（船

山区、安居区、遂宁经开区、遂宁高新

区、市河东新区）建成区内所有生活小

区。包括商品房开发小区、房改房小

区、经济适用房小区、集资建房小区、

安置房小区、（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

住宿院，以及 100 户以上形成独立院落

的其它居民住宅区。

《方案》明确，此次评选活动将通过

“市级领导挂片，船山区、安居区、遂宁

经开区、遂宁高新区、市河东新区负

责，街道办事处、社区主体责任，对口

部门指导支持，联系部门一对一帮扶”

的方式，整合各种力量对市城区小区

进行整改、帮扶和提升，促进小区规范

管理、环境改善、硬件提升。

据介绍，最佳小区申报由小区、院

落业主委员会依据评选标准自评，向

所在社区提出申请；社区签署意见报

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审查后，按属

地原则分别报船山区、安居区、遂宁经

开区、遂宁高新区、市河东新区评选组

织机构；各评选组织机构协调相关单

位实地复查，提出意见，向市评选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本辖区的最佳小

区。

最差小区申报则由船山区、安居

区、遂宁经开区、遂宁高新区、市河东

新区按照最差小区评分细则，对辖区

小区进行逐项检查和初评，确定最差

小区名单，上报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各辖区组织力量对本辖区列

入最差小区名单的小区进行整改，并

向市评选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整

改情况。

最佳小区评选分实地初评媒体和

网络评审、实地复查三个阶段。

评选办法 网络、实地复查是初评关键环节

严格逗硬“最佳”“最差”各有奖惩

“ 弯 哥 鱼 米 ”获 国 家 绿 色 食 品 认

证，入口即感香、甜、软、糯，适宜于各

年龄阶段人群。

“弯哥鱼米”由射洪鹤弛稻田养殖

专业合作社在射洪县陈古镇、太乙镇

省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以“稻—

鱼—鸭”共生模式严格按照《绿色食品

大米生产技术规程》进行生产，全程无

化肥、农药、添加剂。

（销售时间：全年）
（全媒体记者 侯跃）

弯哥鱼米

“平灵”核桃主要分布在射洪县，

是以射洪县乡土核桃资源，通过四川

农业大学林学院和四川太阳湖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自 2012 年起选育、申报、并

在 2015 年获得四川省林木良种委员会

认定的优质核桃良种。树势中庸，果

仁饱满，果实各项经济指标突出。丰

产、稳产性能突出。

“平灵”核桃生产全过程使用有机

肥料等无害化投入品，产品各项指标

完全符合绿色食品质量要求，基本达

到 国 家“ 生 态 、绿 色 、有 机 、健 康 ”标

准。品种坚果圆形 ,果基较平 ,果顶微

尖 ,壳面光滑美观 ,浅黄色 ,缝合线窄而

平 ,结合紧密 ,壳厚 0.9-1.2 毫米 ,可取整

仁。核仁充实饱满 ,质地细腻、味香浓、

不涩口，脂肪含量 65.5%，蛋白质含量

21.6%，出仁率 65.4%。“平灵”核桃坚果

品质上等。

（销售时间：全年）

“平灵”核桃

看过来！
这些优质特色农产品你尝过吗？

编者按：地处川中丘陵地区的遂宁市，山青水绿、人杰地灵，被誉为“中国观音民俗文化之乡”，土壤呈

碱性，富含钾、硒元素，能有效抑制重金属释放，最大程度保留农产品绿色生态、新鲜本味的地域特点，是四川首

批“农产品产地无公害化市”，96.5%的土壤符合绿色食品（种植业）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孕育出的高金食品、可

士可甜橙、五二四红苕、辛农民菜油、蜀珍柠檬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因其生长的绿色生态资源环境得天独厚，其产

品鲜美、新鲜、稀有，享誉全国，故遂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取名“遂宁鲜”。“鲜”象征着遂宁农产品的绿色生

态，寓意“遂宁鲜”品牌产品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绿色无污染，体现了“天然、珍稀、新鲜”的产品特质。

2015 年“遂宁鲜”诞生至今，经过多年精心打造，“遂宁鲜”已成为全国首例“地域+产品特性”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商标，拥有“四川省优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最受欢迎区域公用品牌”等称号。为进一步扩大“遂宁

鲜”影响力，提高遂宁优质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遂宁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遂宁市农业农村局、“遂宁鲜”农业公用

品牌发展协会共同推出《遂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展播》专题报道，敬请垂注。

遂宁优质特色农产品展播

（紧接 01 版）正是在工业界“人大

代表之家”的跟踪督办下，美立方

的用工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记者获悉，为促进工业界“人大

代表之家”发挥作用，代表之家成立

了联络小组，建立了企业界代表联

系企业制度，每个代表联系 4 家企

业，每月定期深入企业收集意见。

蓬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元章

说：“分界别成立‘人大代表之家’

打破了以往按区域成立代表之家

的限制，它能够将专业的人才聚集

到一起，通过发挥他们在工业方面

的专长和积极性，使代表履职更加

科学、高效和务实。”

代表履职走向专业化
工 业 企 业 发 展 的 难 题 是 什

么？作为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

的成员，四川省川中线缆有限公司

总经理余德怡对此有着很深的感

触。她说：“‘人大代表之家’成立

以来，我们深入多家企业进行走

访，收集企业融资、用工、办证等方

面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来自工

业领域，对于企业面临的问题才更

加感同身受，提出的建议才更有针

对性。”

据统计，蓬溪县工业界“人大

代表之家”成立以来，共对口联系

工业企业 36 家，开展集中活动 4
次，通过定期组织工业企业界代

表开展调研、视察、座谈等活动，

收集到企业融资难、用工难、办证

程序复杂等意见建议 43 条，解决

11 条。

代表履职的专业化让更多企

业尝到了“甜头”。在上游工业园

的四川瑞天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职业经理人令暄华正忙着为

企业拓展越南市场。在他的带领

下，今年瑞天泰电子每个月的销售

额以 5%的速度在增长。这一切，

让公司董事长何强高兴不已。“过

去我们是家族式企业，组织机构不

健全，企业管理存在很大问题。正

是在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的建

议和帮助下，我们引进了职业经理

人，让企业管理更加规范。”

随着代表履职活动的深入开

展，工业界“人大代表之家”正积极

为蓬溪建设“全省新型工业化产业

基地”贡献人大力量。“下一步我们

将对企业之间的联保贷款产生的

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解决企

业的融资问题。”蓬溪县工业界“人

大代表之家”联络员蒋经平说。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蓬溪探索人大代表专业履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