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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区、全省公园城市示范区

防控小知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作为安居

区的扶贫产业，524 红苕近年来日渐走俏。

日前，全国甘薯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现场培

训会在安居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余

名甘薯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 524 红苕

种植基地，学习探讨红苕产业发展。

据了解，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

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按照“党支部 + 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永丰绿色 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已发展到 416 户，协

会会员 2000 余人，带动和辐射 11 个乡镇、

80 余个村、1.8 万农户种植 524 红苕 3.6 万余

亩。合作社坚持精准脱贫的原则，积极吸

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2016 年以来累计带

动数百户贫困户增产增收。

通过现场实地参观和听取介绍，专家

学者们对 524 红苕产业用科技助推产业扶

贫富农的举措称赞不已，对于 524 红苕产业

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十分看好。

“听说全国很多专家都想来慕名学习，

我们国内现在生产的红薯的状况是普通红

薯普遍过剩，高端红薯远远不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需要发展高端的红

薯。”通过现场的培训，长江中下游育种岗

位专家谭文芳认为，524 是国内红薯鲜薯产

业做得最好的一家，定位非常准确，属于国

内高端红薯，希望 524 红苕“芝麻开花节节

高”，每年都做到更上一个台阶，一年比一

年好。

国 家 甘 薯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首 席 科学家

马代夫表示，安居 524 红苕要想发展得更好

更长久，一是要靠科技，二是要靠品牌，三

是要严格把握质量，使 524 红苕能够在消费

者心里永远保持品质优良的口碑，这样才

能把产业越做越大，才能给当地的甘薯产

业带来更好的效益，才能在精准扶贫上做

出更大的贡献。

据 524 红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远林

介绍，2019 年，安居 524 红苕无论是产量还

是品质都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全国薯

类专家现场会在安居召开，对自身是一种

很好的促进，下一步，专业合作社还将更加

的努力，把我们安居的 524 红苕种得更好。

6 月 27 日，进入夏季炎热时节。在安居

区观音镇敬老院和观音小学里，却飘着一缕

缕清凉。当天，观音镇在外成功人士袁成能

带着他的爱心团队，为敬老院的老人送上了

电风扇，同时还为在观音小学认领的两户特

别困难的留守儿童家庭送上了电冰箱、电饭

煲和电风扇等家用电器，让老人和孩子们非

常感动。

据了解，袁成能是观音人，经过多年的摸

爬滚打创业成功，成为云尊集团中国区董

事、重庆云尊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成能

致富不忘家乡，1 月 31 日，他带领他的爱心团

队来到观音小学，认领了 8 个困难家庭的留

守儿童。当天，袁成能为孩子们送上了生活

费、新衣新鞋新书包，鼓励他们克服暂时的

困难，努力学习回报社会。他表示，未来将

为孩子们持续支付一直到大学毕业的相关费

用，令孩子和家长们感动不已。

今年 5 月，天气逐渐炎热，袁成能了解到

观音镇敬老院的老人们还没有电风扇，便决

观音镇鼓励成功人士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他用行动上好“入党第一课”

文化浸染美丽乡村

近年来，安居区深入推进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惠民、文

化 产 业 发 展 富 民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提

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文化惠民工

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成

效，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

化，贫困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 不 断 丰 富 ，文 化 基 础 建 设 不 断 完

善，涉及的文化阵地建设、广播电视

通响、文化活动开展、新闻舆论宣传

等各项指标全面或超额完成，让老百

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文化惠民的好

处。图为大安乡凉水村村民在阅读

书籍。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7 月 1 日，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

会议通报了巡察组反馈情况，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机关党组班子作对照检查，各

党组成员围绕班子对照检查内容逐一发

言，对所涉问题进行对照检查、自我批评

和相互批评。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将整改措施落到实处，以此为动力，统

筹兼顾抓好当前工作，开创 2019 年工作新

局面。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代表班

子作了表态，表示一定聚焦问题根源，抓

好整改落实，确保改到位、改彻底、见实

效。以勤学善思、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改

革创新、严谨细致的作风和精神做好各项

工作，为打造美丽繁荣幸福安居做贡献。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7 月 2 日，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召开 2019 年中层干部

述责述廉专题会，进一步明确职责，廉洁

自律，履职尽责。

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中层干部就

各自职责范围、工作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汇

报，就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反

思、自我解剖、自我批评，并就下一步的改

进方法进行解释说明。汇报人纷纷表示，

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督促履职尽责能力

的提升，始终保持勤奋学习和廉洁自律的

态度，开展好各项工作，切实为人民服务。

会议强调，参会人员要坚持学习，不

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要立

足岗位，履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

作，把压力转为动力，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认真做好新时代城市管理工作，奋力

谱写安居发展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安居区三家大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

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安居区三

家大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遂宁

市永荣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召开。区农业农村

局、从事稻田综合种养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一种新

型生产经营模式，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

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基础、社会

化服务组织为支撑，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利

益联结形式，形成关联紧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

利益共享的紧密组织联盟。通过技术分享、产供联

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改变了原来的松散合作

模式，实现单一产品购销合作到多元要素融合共享

的转变，继而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产业链利益均衡

分配的目标，为农户分享农业产业发展成果、促进

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会上，与会人员对《遂宁市安居区三家大米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章程》（征求意见稿）发表了意见并就

联合体建设工作进行了交流。会议指出，要充分认

识创建农业产业联合体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创建

工作；要认真研究先进经验做法，坚持因地制宜的

原则，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示范联合体的带动作

用，同时，在促进农业产业联合体发展过程中，要把

握坚持市场主导、坚持农民自愿、坚持民主合作、坚

持兴农富农四个原则。要坚持创新与发展，勇于创

新，探索发展适合本地实际的各具特色的联合体发

展模式，做到真联合，真推进，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

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观音镇

开展公益性岗位自查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日前，记者从观音

镇获悉，为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的开发管理工

作，5-6 月，观音镇组成自查组深入到各村（社区）开

展了公益性岗位自查。自查内容包括社区一般公

益性岗位和各村扶贫公益性岗位的工作性质、岗位

类型、岗位使用情况。

该镇首先强化日常管理，严肃出勤纪律。各村

（社区）落实专人管理，每月收集公益性岗位人员上

岗情况；严格实行请销假制度，坚持考勤情况“一月

一报”；同时强化资金监管，坚持专款专用。实行公

益性岗位补贴资金打卡直发到相关人员手中，确保

无虚报冒领、骗取岗位、骗取补贴的现象；其次是强

化责任落实，坚持双重管理。实行“镇村联动，共同

监管”，由村（社区）负责日常管理，镇劳动保障办负

责督查，对工作落实不力等违反管理制度的行为依

规进行严肃处理。

通过自查，观音镇各村（社区）公益性岗位使用

情况良好，用人管理制度健全，现 16 名扶贫公益性

岗位人员、2 名一般公益性岗位人员均按照上级对

公益性岗位人员相关管理要求，无顶岗、冒岗的情

况发生。

全国甘薯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现场培训会在安居召开

百余名专家学者聚焦524红苕产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非洲猪瘟防控知识

1、非洲猪瘟是什么样的疫病？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

烈性、接触性传染病，发病死亡率高，可达 100%，严

重危害养猪业。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感染

人，也不感染除家猪和野猪之外的其他动物。该病

主要通过接触传播，也可经媒介昆虫叮咬传播。

2、对非洲猪瘟能否采取免疫或治疗措施？
目前尚无安全和有效的疫苗用于预防非洲猪瘟，

也无有效药物进行治疗，只能采取扑杀净化措施。

3、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应怀疑为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有多种表现形式，从特急性、急性、亚

急性到慢性和无明显症状，最常见的是急性发病形

式。接种过猪瘟疫苗的猪群突然出现无症状死亡

异常增多，或不同程度地出现以下一种或几种临床

症状时，可怀疑为非洲猪瘟：大量生猪出现步态僵

直；食欲不振、呼吸困难；口腔或鼻腔出现血液泡

沫；腹泻或便秘，粪便带血；关节肿胀；耳、腹部或后

肢出现斑点状或片状瘀血或出血；局部皮肤溃疡、

坏死；妊娠母猪在孕期各阶段发生流产等。

4、发生了疑似非洲猪瘟该怎么办？
养殖户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时，应立即隔离

猪群，限制猪群移动，并立即通知当地村级防疫员

或当地畜牧兽医机构，同时要做好消毒工作，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移动监管。

5、养殖户该如何防控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防控，重点是做好生猪饲养和综合防

疫管理，注意做到“五要五不要”。“五要”：一要及时

报告发现的可疑病例；二要对进出猪场的人员和车

辆彻底消毒；三要对猪群实施全进全出饲养管理；

四要对新引进生猪实施隔离；五要在调运生猪前按

规定申报检疫。“五不要”：一是不要从发生疫情省

份及其周边省份调运生猪；二是不要让无关人员和

车辆进出猪场；三是不要散放饲养，避免家猪与野

猪接触；四是不要使用餐馆、食堂的餐厨剩余物（泔

水）喂猪；五是不要随意处置病死猪。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整理）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召开中层干部述责述廉工作会

安居行动

定为该敬老院老人们的所住房间送去电风

扇，让老人们度过一个清凉的夏日。他的这

一举动，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和老百姓的一致

称赞。

袁成能称，在去年参加镇上“慈善一日

捐”活动时，镇党委希望他尽快向党组织靠

拢，他积极响应号召，于今年 5 月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7 月 1 日，通过所在村党支部开会研

究决定，批准他为入党积极分子。袁成能说：

“都说党员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作为一

名入党积极分子，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向党看

齐，以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家乡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观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辉介绍，该镇

为打造具有反哺精神的党员后备军，鼓励成

功人士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要求他们除了熟

练掌握党章的基本知识外，更要付诸行动，参

与其中，做好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积极为家

乡人民做贡献，努力上好“入党第一课”。

（全媒体记者 黄焱）袁成能（前右一）为困难留守儿童家庭赠送家用电器

（上接 01版）日前，安居区人民医院组

织专家教授来到拦江镇五琅坝村，对全村

老百姓免费进行健康体检、送医送药。在

体检现场，医疗专家仔细为老百姓把脉问

诊，现场测量血压、血糖等，并现场开药、送

药。在检查时，医疗专家还为每一名老百

姓完善健康档案，包括他们的身份信息、身

体健康状况等。“对于一些慢性病患者、老

年人等，我们将进行跟踪检查治疗。”区人

民医院一名负责人说，为农村老百姓免费

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安居实施的民生

实事之一，他们将持续组织医务人员进农

村、进社区，为更多老百姓送医送药。截至

目前，安居区已对 19653 人进行了免费体

检，已免除 2223 名中职学生春季学期学费，

已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000 户。

一件件民生新政落地生根，一项项民

生工程如火如荼，一起起惠民实事温暖人

心，一份份民生答卷饱含深情……行走在

安居大地，随处可见一张张幸福的笑脸，随

时可闻一曲曲欢歌笑语，一幅幅百姓安居

乐业、幸福祥和的民生新画卷正在千家万

户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安居区民生工程亮出半年“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