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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是第 30 个国际禁毒日。连日

来，安居区相关部门形式多样地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提高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实体展示 让群众印象更直观

“以前只听说过毒品的名字，可是没有

见过！”6 月 27 日一大早，在安居区马家乡

场镇，西眉派出所民警利用赶集人多的日

子，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一字排

开的桌面上，陈列着各类毒品、用具及制毒

材料等，很快吸引过往群众上前驻足。

“《禁毒法》规定：国家鼓励公民举报毒

品违法犯罪行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对举报人予以保护，对举报有功人员

以及在禁毒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在活动现场，西眉派

出所民警向现场群众展示了常见毒品仿真

样品，并详细讲解每一种毒品如何辨别、有

哪些危害等，提醒市民要珍爱生命远离毒

品，并及时举报毒品犯罪行为，为营造和谐、

安宁、法治的社会环境作出贡献。

走进校园 让青春不“毒”行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增

强青少年拒毒防毒意识，全面推进“六进六

边”进校园活动的开展，6 月 27 日，凤凰派出

所深入安居职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凤凰派出所所长李卓霖引

导学生自觉遵纪守法、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教育学生要在日常生活中学法、懂法、

守 法 ，增 强 法 律 意 识 和 自 我 安 全 防 范 意

识。并以真实案例警醒师生，详细讲解毒

品的种类及特点，以及吸毒、贩毒对自身和

社会的危害，吸毒人员的特征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知识，让在场师生深刻了解毒品的

严重危害。最后，学校师生纷纷在宣传禁

毒横幅上签名承诺防毒、拒毒。

在横山镇、中兴镇、白马镇，相关单位

以固定宣传点与流动人员宣传相结合的方

式，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为群众答

疑解惑，并重点对《四川省禁毒条例》等政

策、法律法规和党委及政府厉行禁毒的决

心进行了宣传，积极营造全民禁毒的氛围。

营造氛围 全民携手抵制毒品

6 月 25 日，安居区举行了以“拒毒防

毒、禁毒摘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为主题

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文艺汇演。文艺

汇演中，诗朗诵《我们是禁毒志愿者》、独唱

《阳光路上》、情景歌舞《警魂》、情景剧《缉

毒警察》等节目，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歌

曲、朗诵、舞蹈、小品等多种表演形式进行

禁毒宣传，以不同的形式凸显“禁毒”这个

主题，全面揭露毒品对人类的危害性 ,体现

了政府对打击犯罪的决心和信心，号召广

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携手禁毒，构建无

毒，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民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拒毒、防毒能力，

自觉同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促进全

区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安居区多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全方位筑牢禁毒防线

反恐演练进校园
6 月 27 日下午，区公安分局凤凰派出

所联合特警大队走进安居职中开展反恐防

暴演练。演练采取“模拟场景，实战演练”

的方式，民警以身说教，通过模拟与歹徒的

对抗演练，向广大师生讲解在遇到歹徒的

时候如何利用身边的物品进行自卫，并现

场为学校保安讲解如何正确使用 U 形叉、

盾牌等防暴器械。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摄

本报讯 （实 习 记 者 戴广伟） 6 月 27
日，在安居区喜利达服装厂内，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的执法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拆除作

业，依法对喜利达服装厂内的违法建筑进

行拆除。

2018 年 7 月 13 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执法人员发现，简某在梧桐北路 63 号喜利

达服装厂内修建房屋。经调查核实，该处

房屋未经规划审批，擅自修建违法建设，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决定，对该户违

法建设予以强制拆除。

“他这个两层楼的违法建筑紧贴着服

装厂，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对服装厂的建筑

造成伤害。”“把建筑物里面的脚手架、钢筋

先搬出来”……在拆除现场，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局长谭友林一边指挥队员们拆除，一

边不停地叮嘱道。执法队员们违法建筑里

能用的东西全部搬出来，力求将损失降到

最小。“很多东西他们还可以利用，我们也

尽量完好拆下，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在

执法过程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尽显以人

为本的执法理念，尽量满足被拆迁者的要

求，减少其损失，令简某很是感动。

今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充分贯

彻落实中央、省、市控违拆违的工作精神，

以重点建设工程、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为

重点，完善工作机制，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继续保持高压

态势 ,不断加大管理和控制违法建设工作

力度。在治理违法建设上，时刻保持铁腕

高压查控态势和强劲势头，全力确保新增

违法建设零增长，严格落实网格管理，强化

源头管控，为提升安居的区容区貌和城市

人居环境作出了贡献。

区司法局开展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点验活动

不断完善自我服务社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6 月 25 日，区司

法局凤凰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点验训诫

教育活动。活动中，凤凰司法所负责同志重点讲授

了刑法、社区矫正法等相关法律知识，要求大家学

法懂法守法用法，服从司法所管理，按时报到登记，

积极参加集中学习和公益劳动。同时，用身边的反

面典型案例教育在刑人员，警示大家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和管理规定，告诫社区服刑人员要珍惜监外服

刑机会，遵纪守法、潜心改造，莫因一时冲动再次犯

罪、再次走上不归路。

点验活动后，凤凰司法所负责同志带领服刑人

员来到凤凰社区，组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通过公

益劳动改造，充分发挥社区公益劳动帮扶、教育和

塑造功能，培养服刑人员的劳动观念、强化社会公

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不断改造、充实、完

善自我，服务社会，树立弃恶从善、重新做人的信心

和决心。

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上台讲党课
为干警敲响廉政警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为进一步加强队

伍的思想、作风和纪律建设，激发广大干警干事

创业的工作热情，6 月 24 日，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成虹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题为“不忘初心葆本

色 清正廉洁守底线”的主题党课，以检察人特有的

方式，向党表达忠诚，共同祝福党的生日。

为加深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

迫性的直观认识，敲响廉政警钟，王成虹组织全院

干警观看了警示教育短片，倾听了本地违纪违法干

部发自内心的忏悔声音，用发生在本地的真实案

例为全院干警敲响廉政警钟。随后，王成虹从本地

发生的真实案例入手，从平时的养成习惯、纪律作

风、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角度入手，结合“四讲四

有”要求，用朴实的语言，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全院

干警算了一笔人生账，教导全院干警要不忘初心、

永葆本色，做合格党员。

王成虹要求，全院干警要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对政法工作和检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四讲

四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时刻秉承“忠诚、干净、

担当、实干”的高尚品格，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

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提高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水平，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

责使命。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崇高的理想

信念，坚持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树立密切联系群

众的作风，增强抵御腐蚀风险的能力，做到为党负

责、为民尽责、自律守则。

安居区开展
全民健身羽毛球赛

6 月 29 日，由区委宣传部、区总工会、

区教体局主办，区体育发展中心、区体育总

会 承 办 ，市 区 羽 毛 球 协 会 协 办 的“ 活 力 安

居·幸福家园”2019 年全民健身羽毛球赛暨

友好城市羽毛球邀请赛在安居举行。

比赛场上，运动员们团结一致、奋力拼

搏，将高远球、扣杀、劈杀、吊球等各路球技

展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参赛队员的

不凡球技，现场对决紧张激烈，比赛精彩纷

呈。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拆除一违法建筑

以攻坚的以攻坚的以攻坚的决决决心心心 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以必胜的信心

全面打响禁毒大会战

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居新安医院
医联体联合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6 月 29 日，市第一

人民医院、安居新安医院医联体义诊活动在阳光休

闲广场举行，来自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内科、外科、儿

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为过往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

常规检查，倡导健康生活习惯。

据了解，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居新安医院医联体

于今年 6 月成立，从今年 8 月开始，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各科医务人员将陆续到新安医院坐诊上班，从医疗护

理、医院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接管，让安居人民在新

安医院就可享受到来自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上接01版）今年 1 月 15 日，安居区召开选派第

一批年轻干部到全区市级重大项目担任项目秘书、

区级重点企业担任企业秘书动员会，第一批 26 名项

目秘书、企业秘书将参与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并充

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区领导现场办公，部门联动推进、挂图作战，

全区人民大力支持，加快发展的精气神足……这些

凝聚成了工程建设得以快速推进的核心动力，保姆

式服务让一个外来企业非常舒心、放心！”近日，谈

起安居区良好的发展环境，四川江淮汽车负责人深

有感触地说道。

一个有潜力的、好的项目是否进驻园区，环境是

很重要的因素。安居区坚持领导带队组团招商、产

业推介定向招商、调度加压促进招商、分线作战服

务招商的机制不动摇，既抓顶天立地的大项目，又

抓铺天盖地的中小项目。

安居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在全区上下

进一步增强“项目恐慌”意识，坚持高端引领，积蓄

发展后劲。加强压力传递，全力冲刺全年目标。记

者了解到，安居区紧紧围绕年初各项目标任务，升

温加压传递责任，坚持每季度召开项目工作调度

会，进一步增强目标意识、节点意识、责任意识和服

务意识，坚持重点重抓，创新求变，扎实推进经济运

行。安居区牢牢抓住全区规模以上企业，进一步完

善联系服务企业制度，积极帮助企业协调生产要

素，助推企业技术改造，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让这

些现实增长点释放出强大活力。同时狠抓企业培

育，继续实行“一企一策”工程，促进重点企业率先

领跑、骨干企业持续壮大、小微企业加速成长。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