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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永远跟党走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八周年暨表彰大会 市委表彰先进党组织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第一支部
委员会

区委表彰先进党组织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第一支部
委员会

区卫健局表彰

优秀共产党员

夏慧、黄玲玲、罗雯、古利平、彭大宴、喻晓
刚、刘疏影、孔雪莲、冯静、唐婧、唐林甫、马
玲、向道友、任子林、廖秋蔚、刘洋、卢奇、康
东、王雨秋、谢永琼、张申、李武、漆波、杨秋
香、米泽贵

优秀党务工作者
王莉

先进党支部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外科第一支部
委员会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行政第二支部
委员会

市三医院党委表彰

优秀共产党员
徐峰、周艳、罗桂菊、熊艳平、王蔓、杨海

艳、胡耀丹、向秀丽、杨艳、文平、林志、王明
志、唐敏、田晓琼、宋光辉、欧阳青亮、杨琼
容、姚尧、毛妮兰

优秀党务工作者
赵莉、黄卫、李爱霞

先进党支部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第二支部

委员会
中共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外科第二支部

委员会

船山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勇讲话

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鲍继海讲话

代表发言

表彰优秀树先进

表彰会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拉

开序幕。船山区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赵勇，市第

三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鲍继海，党员委

员、副院长宋光辉、张红军、康东，党委委员、工会

主席邓鸿月，党委委员、内科第二党支部书记、工

会副主席、内三科主任喻晓刚，党委委员、外科第

一党支部书记、肛肠科主任赵莉，党委委员、大内

科主任兼内一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徐峰及全

院党员干部百余人参加表彰大会，会议由张红军

主持。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在鲜红的党旗下，

喻晓刚带领全体党员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医院表彰了市、区、院三级先进党支部、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他们是救死扶

伤的“白求恩”、吃苦耐劳的“老黄牛”、改革创新的

“先行者”。

赵勇表示，希望每一名党员要缅怀历史中牢记

责任，争做新时代的合格党员。

鲍继海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诚挚的

祝贺。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 98 年的光辉历史，总

结了近年来医院在党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梳理

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了当前的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他希望全院党员干部在医改工作中

起到带头作用，心系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提供

优质服务，守护群众健康而奋进。

系列活动庆七·一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进一步加

强党性教育，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市第三人民医

院通过优秀党员事迹展播的形式，讲述了内科第

一党支部、党员彭大宴用实干诠释尽责，用有为诠

释履职，始终坚持临床一线，为患者用心用情服务

的从医之路，激发了广大党员创优争先、干事创业

的热情，为广大党员树立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党的精神。

表彰大会上，宋光辉作了题为《学习党的十九

大会议精神》党课，康东组织学习了《关于印发〈遂

宁市公立医院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的通知》，行政

第一党支部书记、后勤保卫科科长卢奇作了题为

《遵义会议心得体会》的党课，内科第一党支部书

记、儿科主任黄玲玲作了题为《从遵义会议看民主

团结》的党课，引起新老党员们的共鸣。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市三医

院全体党员将以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更加务

实的工作作风，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 98 周年献

礼！

（黄尧）

6 月 28 日，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在医院四楼学术厅举行庆祝中国共
产党建党九十八周年暨表彰大会，大
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宣传党的光辉
历程和丰功伟绩，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牢记党的宗旨，坚定理想信念，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
到卫健事业建设中。同时，医院对
市、区、院三级先进党支部、优秀共产
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构建“1+N ”新模式
纵深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实施意见》明确了党委领导责任，落

实政法委、依法治理委员会统筹职能，健

全各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辖区内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工作。通过定期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统筹法庭、检察室、派出所、司法所

等基层组织，共同参与纠纷排查、化解、跟

踪回访等工作；整合各级各部门、各行业

协会的多元化解力量，采取派驻调解、专

家会诊等方式，合力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各县 (区 )、市直园区要建立健全解纷架

构，实现全覆盖、无死角。通过健全 N 个组

织，确保基层解纷组织网格化，搭建覆盖

全面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网格，形成齐抓

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确保专门解纷组织

专业化，推选行业专业调解员，成立专门

的纠纷处置中心或调解机构 ,负责专门行

业、领域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确保派驻解

纷组织常态化，针对进入诉讼较多且有调

解基础的案件，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有

关单位、行业组织发出通知，委派人员入

驻法院，帮助调解案件、化解矛盾；确保群

团组织发挥解纷职能，工会、共青团、妇联

等单位成立相应调解组织，全力排查化解

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确保行政复议、

行政裁决、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等组织在诉

讼外化解矛盾纠纷 ,减少诉讼增量。

健全多元化解机制
抓早抓小化解矛盾纠纷

《实施意见》指出，要健全矛盾纠纷源

头预防机制、矛盾纠纷分析研判机制、衍

生案件长效治理机制、解纷方式多元联动

机制，通过健全四个机制，进一步健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机制。

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规范决策 , 严格

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要加快法治宣传教

育基地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教育和

宣传活动。依程序申报开展“无讼社区”

“无讼村”创建活动，实现“小事不出村 (社

区 )、大事不出乡镇 (街道 )”。
各县 (区)、市直园区、市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在全面排查

辖区、行业领域矛盾纠纷基础上，开展定期

与不定期、综合研判与重点研判相结合的

矛盾纠纷常态化研判工作。健全调解队伍

人才保障机制，设置专职调解员，聘请代表

委员、“五老人员”等社会力量，为矛盾纠纷

协调处置提供人才支持。要强化立审执监

访协调运行，建立刚性盘后答疑制度，推进

诉讼内案件源头治理。各级各类多元化解

主体要根据各类纠纷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公

证、民商事仲裁、专业仲裁、行政复议、行政

裁决等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方法，确保大多

数矛盾纠纷通过非诉方式解决。

《实施意见》还要求，通过完善诉源治理

指挥平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平台、建立健

全行业性和专业性解纷平台、健全复杂疑难

案件会诊联动化解平台和完善诉源治理智

能化服务平台，进一步确保诉源治理总体目

标如期实现。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市司法局
举行庆祝建党 98周年大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7 月 1 日，市司法

局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大会。

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为获奖的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会议传达了遂宁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

年大会会议精神，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取得的

成绩，要求市司法局全体党员要对党忠诚，坚定信

念，保持思想纯洁性；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保持

作风纯洁性；要公平公正，依法办事，保持事业纯洁

性；要固本强基，创优争先，保持组织纯洁性；要严

格自律，清正廉洁，保持队伍纯洁性。

大英县司法局
开展法治电影进贫困村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今年以来，大英

县司法局深入该县 45 个贫困村开展“法治电影进乡

村（社区）——脱贫攻坚法治行”法治电影播放活

动。通过大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法

律法规，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接受法治教育，在娱

乐中感受法治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治意识。

目前，大英县司法局已在回马镇金竹村等 8 个贫困

村播放法治电影 16 场。

活动中，大英县司法局充分利用辖区村民闲暇

时间，在各乡镇广场、村民（社区）活动室，以及村社

街道、聚居点等人流密集的场所播放法治坝坝电

影。各司法所普法宣传员联合各村法律顾问在法

治电影播放期间设点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提

供法律咨询等方式，引导群众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法律意识。

同时，大英县司法局启用法治宣传流动车在各

村公路沿线、人口聚居点，滚动播放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力宣传与群众关

系最为密切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

扫黑除恶等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最大限度扩大宣

传覆盖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近日，

市人民检察院、市教体局召开“深化检教

合作 建设平安校园”联席会议，双方共同

签署了《检教合作实施方案》。两部门将

通过全面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活

动、联合制作法治宣传系列校园广播剧、

联合组建教师法治宣讲团队等七项举措，

为落实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的“一号检察

建议”打出系列组合拳。

据悉，市人民检察院选派优秀检察官

到中小学担任法治副校长，并组建检察

机关法治副校长工作团队，全面推进检

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活动。充分发挥检

察官熟悉法律、掌握大量案例的优势，注

重以案说法，有针对性地向中小学生普

及法律常识，开展法治警示教育，同时协

助学校加强法治校园、平安校园建设；两

部门结合学校教育主体地位和检察机关

办案优势，联合制作学生喜闻乐见的广

播剧，以校园广播为载体，定期播放，不

断更新，培养学生法治观念，让学生学会

自我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由

市人民检察院、市教体局联合开设集法

律宣传、教育、咨询等功能为一体的微信

公众号，充分利用新媒体受众广、资源丰

富 、传 播 快 捷 等 特 点 ，向 学 生 提 供 最 及

时、便捷的法律咨询途径；在全市中小学

选派教师组建法治宣讲团队，市人民检

察 院 定 期 对 教 师 团 队 进 行 法 律 知 识 培

训，作为检察机关“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

的补充力量。

同时，两部门将协作完善教职工及临

时聘用人员准入制度。市教体局指导各县

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将性侵害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信息查询设置为教职员工和临时

聘用人员招聘的前置程序，市人民检察

院根据教体局来函协助做好相应查询工

作。若学校有服务外包项目，同时将承

包公司派驻学校的工作人员纳入审查范

围；市人民检察院、市教体局联合相关职

能部门通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方

式，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进一步净化

校园内及校园周边网吧、歌城等娱乐场

所，加强校园内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强化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工作，

为学生营造良好成长环境；建立信息通

报机制。教体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侵害未

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死亡

等 重 大 案（事）件 ，及 时 向 检 察 机 关 通

报。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校园管理安

全隐患，及时通过检察建议、工作联系会

议等形式与教体部门进行沟通。

我市从构建“1+N”新模式、健全多元化解新机制、完善五大诉源治理平台和做实诉源治理工作保
障四个大方面提出 17条具体措施

纵深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我市七项措施深化检教合作
强力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地落实

近日，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
转发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深入推进诉源治理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
意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始终坚持
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
切实从源头减少诉讼量 ,不断提
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智
能化、专业化水平。同时，从构
建“1+N”新模式、健全多元化解
新机制、完善五大诉源治理平台
和做实诉源治理工作保障四个
大方面提出了 17 条具体措施，并
明确了牵头部门、责任部门和完
成时限。

法治动态

加快依法治市加快依法治市
助推法治遂宁建设助推法治遂宁建设

表彰会现场

颁奖现场

七一表彰名单

内科第一支部委员会
行政第二支部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