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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直单位和部门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党 98周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县委宣传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7 月 3 日，县委宣传部开展强化“四力”教育

实践主题党日活动，进一步锤炼新闻宣传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邓茂参加活动。

在梓潼县两弹城，新闻宣传工作者寻访初心路、感悟两弹魂，在重温誓词中

找到入党的初衷，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洗礼中踏寻前辈们砥砺奋进的足迹，深

切感受老一辈科学家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献给祖国，铸造国之重器的“两弹”

精神。当天下午，邓茂一行还来到金华山诗廉教育基地，汲取开拓进取、大廉不

谦的子昂精神。

活动中，新闻宣传工作者纷纷表示，将在实践中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做到素质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守正创新，讲好射洪故事，传递

射洪好声音，为书写射洪新篇章奉献青春和力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近日，大英县委常委、县总工会

主席赵维强带领大英县农业农

村局、综合执法局、治理办、住房

城乡建设局、大英生态环保局相

关人员到我县瞿河乡高家沟村

学习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

考察团一行来到瞿河高家沟

村 10 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

绍、入户走访等方式学习观摩了

厨房与卫生厕所改造、污水治理、

风貌提升等工作，并详细了解了

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财政

投入、机制运行、制度考评等情

况。

考察团对我县党政重视程度

高、坚持就地取材、原生态建设、

深入发动群众、因地制宜等方面

给予了充分肯定。赵维强表示，

大英县将认真学习借鉴瞿河高家

沟村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中

的先进经验先进做法，全力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7 月 3 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朝书带领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

和代表调研视察我县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县创建工作。县食安办主

任、县市场监管局局长于开和县

农业农村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教

育体育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陪同

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查看超

强现代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斗米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喜玛

特超市有限公司射洪分公司、城

西中学、裕宗酒店等企业单位，认

真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工作开展

情况的汇报，全面了解我县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取得的

成绩和面临的难题。调研组还查

看了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资

料，听取了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县工作和当前全县食品安全监

管情况的汇报。

调研组对食品安全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

创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张朝书要求：各相关部门要

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加大食

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切实提升食品安全治理

水平，共同推进食品安全工作，促

使我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工作

顺利完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
7 月 3 日，副县长欧玉平到联系

重点民营企业，就企业运行情况

开展调研，县工商联、县经科局

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

欧玉平一行先后到四川盛威

致远锂业有限公司、四川艾尔法

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普力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察看，详细

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深入了解企

业生产规模、产品研发、市场开

拓情况。

欧玉平希望各企业进一步落

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及时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创新产

品，提升核心技术、增加市场竞

争力，为企业做强做大打下坚实

基 础 ，为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县司法局

6 月 27 日，县司法局传达学习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班精神。全体干部职工及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负责人 50 余人参会。

会议组织大家学习了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集中学习研讨班的主要内容，确保参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全省主题教育学习

研讨会的精神实质。

会议要求，围绕“践行忠诚、为民、尚法、担当的四川司法行政精神，我怎

么做？”为主题，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以片区为单位开展一次大学习

大讨论，每位干部职工认真撰写个人心得体会，真正将会议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简雪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县市场监管局

7 月 1 日，县市场监管局在五楼会议室隆重召开庆祝建党 98 周年暨七一表

彰大会，全体在职党员、退休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表彰了 4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1 名优秀共产党员并颁发了荣誉证

书。优秀党员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作交流发言。

局党组书记、局长于开在会上安排部署第三季度党建工作并作讲话，他要

求要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提高政治站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有效提升

机关党建工作水平；要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切实发挥机关党建引领作用；要

进一步严格党员管理，持续优化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最后，于开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彭媛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交投公司、高管处

7 月 1 日上午，县交投公司、县高管处召开纪念建党 98 周年暨七一表彰

大会，公司、高管处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员以及部分入党积极分子共计 8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过去一年以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党建工作作出部

署 ;会议对做出突出成绩的 1 个先进党支部、15 名优秀党员、5 名优秀党务工

作者进行了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涂巧梅和优秀党员代表谢良分别结

合岗位，畅谈了自身学习、工作、生活情况，交流了经验和体会。

县交运局局长冷芳华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职工，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攻坚克难，努力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任务，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白映萍 全媒体记者 苏晨)

县公安局

6 月 27 日，县公安局邀请了县委党校副校长文中海为全局党员民警作题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合格党员”的专题讲座。局全体在家党委

成员、党员民警、辅警代表认真聆听了此次讲座。

专题讲座上，文中海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党性修养的新要求，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做新时代合格党员四个方面

为大家作了详细的理论讲解，同时，又引用了大量党史故事进行了生动阐

述。他的专题讲座让全局党员民警感受深刻，使大家进一步明白了只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才能焕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才能成

为一名新时代合格党员。

（袁浩淇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审计局

在七一来临之际，县审计局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并邀请入党积极分

子和群众代表赴广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在小平故里，党员们面对小平同志塑像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

大家参观了邓小平纪念园和邓小平故居、清水塘、德政牌坊、神道碑等，观看

邓小平生平事迹电影，了解一代伟人生平。在华蓥山，全体党员、干部重走游

击小道，参观游击队纪念馆、地质博物馆和中外名人蜡像馆，在双枪老太婆塑

像前合影留念。活动期间，党支部还组织开展了建党 98 周年知识竞赛和唱红

歌比赛。 （杜俊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县科协

7 月 2 日，县科协党员干部赴蓬溪县旷继勋纪念馆参观学习，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支部活动，追忆伟人足迹，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在旷继勋纪念馆大门前，县科协党组书记吴弘带领全体党员高举右手，面

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全体党员干部进入纪念馆，全面深入地了

解了旷继勋一生为党和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历程。大家深切感受到

旷继勋同志无限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表示一定要传承革命精神，争做优秀共

产党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人社局

6 月 27 日上午，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机关委员会开展了“过政治生日

悟入党初心”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到县党性教育基地—贺诚纪念馆，仔

细观看了详实的资料物件，了解党的辉煌历程，感受革命先烈对民族的大爱、

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无限忠诚。在鲜艳的党旗下，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在“过政治生日 悟入党初心”主题党日座谈会上，为党龄满整十年的党员

同志赠送了政治书籍《向党旗宣誓》和笔记本等生日礼物，送上政治生日寄

语。 （王敏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发改局

在建党 98 周年之际，县发改局开展系列庆祝活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

中国两弹城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学习两弹一星精神，对比先烈找差距。以离

退休职工、结对共建社区老党员、困难党员为重点，慰问 11 人发放慰问金 2200
元。对开拓进取、奋勇争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 3 个，优秀共产党员 16 名进行

了表彰。由局党组书记为全体党员干部专题授课，组织回顾党的光辉历程，

总结一年来工作成绩，安排部署党建工作。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委党校

在建党 98 周年到来之际，县委党校机关党支部赴平安社区开展了庆七

一主题党日活动，平安社区和结对共建单位共 120 人参加了活动。

会上，县委党校机关党支部书记作了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意义》的专题辅导。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全体党员一起重温

入党誓词，再次坚定理想，不忘初心。

会后，副校长陈大寿一行还入户慰问了平安社区老党员毛大清，为他送去

慰问金和慰问品。 (龚显军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县行政审批局

7 月 1 日，县行政审批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平安风景区贺诚纪念馆开

展一次学习革命先烈事迹、重温入党誓词的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干部重

温入党誓词，面向党旗集体庄严宣誓。随后，党员干部到联系的佛南社区和

东岳乡桐梓沟村开展慰问活动，深入困难党员、群众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情

况和思想状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及时送去党的温暖和关

怀。 （徐小红 杨婷婷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县民政局

6 月 28 日，县民政局党总支举行建党 98 周年“唱响红歌颂党恩，不忘初心

跟党走”主题庆祝活动。

会上，全体党员佩戴党徽，伴随着庄严而雄壮的国歌声，庆祝活动正式拉

开了帷幕。在局党组书记、总支书记、局长罗鸿云的带领下，党员们重温入党

誓词。会议还对优秀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会后，还组织举行

了纪念建党 98 周年“唱响红歌颂党恩，不忘初心跟党走”红歌赛。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大英考察团到我县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学习先进经验推进整治工作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

提升治理水平 共同推进食品安全工作

欧玉平调研联系重点民营企业运行情况

提升核心技术 增强市场竞争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艾君)“前面

两车相撞，请紧急前往救援 !”7 月 14
日，县运管所组织开展我县 2019 年道

路运输行业应急救援演练，来自县公

安 局 、应 急 管 理 局 、交 运 局 、交 警 大

队、消防大队、出租公司、驾培协会等

相关部门的 300 余人参与并观摩了演

练。

演练现场分别模拟了暴恐分子闯

入候车大厅对乘客进行砍杀、营运客

车因车速过快与前方出租车相撞造

成旅客受伤、出租车 CNG 燃气泄漏起

火等情景。县公交、交警、消防等单

位按照预定演练方案，对事故处置报

警与接警、现场防护与救援、现场勘

查、信息上报、预警发布和现场指导

以及现场撤除等部分进行了详细演

练，增强了在各种情况下的应急响应

和应急处置能力。

演练中，县运管所还对观摩人员

进行了 CNG 安全知识培训和灭火器

的使用操作现场培训。

我县开展 2019年道路运输行业应急救援演练

应对突发事件 降低事故损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近日，宏源公司下属 CNG 公司、

天然气公司、油气开发公司、液

化气充装站、宏源大酒店等 5 个

安全重点部门针对二季度气候

及生产经营特点，开展了系列应

急处置演练工作。县经科局、市

场监管局、城北派出所、凉帽山

社区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到场指

导。

在公司加油加气站，CNG 公

司开展了科目为“加油车辆加油

时发生燃油泄漏”“加气车辆加气

时发生 CNG 泄漏”和“加气岛车辆

着火燃烧”等三个科目的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演练。在土门垭处，

天然气公司开展了科目为“燃气

主管道受损泄漏处置”的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演练。在储配站，油

气开发公司开展了科目为“球罐

区山体滑坡”的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演练。在液化气充装站开展了

科目为“储气罐区因山体落石造

成阀门损坏漏气”的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演练。在宏源大酒店开展

了科目为“因城区内涝雨水倒灌”

的防汛应急处置演练。

通过一系列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演练，检验了各安全重点部门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

积累了应急处置的实战经验，提

高了广大员工的安全责任意识，

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取得圆满成

功。

宏源公司开展系列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

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 （刘莉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高）近日，市市场监管局总

经济师李隆志和标准化科工作人

员一行到洋溪镇金峰村调研乡风

文明标准化试点建设项目。

调研组在实地查看了金峰村

乡风文明标准化建设工作，听取

了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对金峰

村实施乡风文明标准化建设工作

有序开展表示肯定。调研组提出

在乡风文明的试点建设中，要结

合标准化统一、简化、协调的基本

原理，用标准化的理念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调研组要求：要结合金峰村

实际，建立一个与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乡风文明标

准体系，用标准化指导金峰村乡

风民俗、道德风尚、环境治理、精

神文明建设等工作。要建立完

善村规民约，乡贤理事会、道德

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成

为乡风文明标准化建设重要力

量；要深入开展各种乡风文明标

准化宣传活动，引导金峰村村民

了解乡风文明标准化知识，在全

村营造乡风文明标准化建设良

好氛围。

市市场监管局调研我县乡风文明标准化试点建设

用标准化理念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7 月 2 日，市水利局农水科到我县

督查罗家堰水电站、八一电站下

泄生态流量整改工作。

经现场督查，两座水电站均

采取措施保证了生态流量下泄：

在丰水期，通过尾水渠回水或拦

河坝顶溢流，保证电站尾水下游

河道生态流量以及河床湿润；在

枯水期，电站停止发电，工作闸门

下放开始蓄水，当水库水位高于

拦河坝顶时，坝面溢流，以实现生

态流量下泄。两座水库均已安装

在线监控监测设施。

目前，我县小水电站下泄生

态流量已全面完成整改，将积极

准备迎接省、市验收。

市水利局督查水电站下泄生态流量整改

我县已全面完成整改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6 月 28 日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庆祝建党 98 周年大会，局机关全体干

部、军休所党员、军转中心党员代表及结对共建社区党员代表 70 余人参加了

会议。

会议宣读了局党组表彰决定，表彰了 5 名优秀共产党员、3 名优秀党务工

作者、5 名先进个人、授予 2 个党员示范岗。全体党员聆听了县委党校文中海

副校长主讲的庆祝建党 98 周年主题党课。 （江松泽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