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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最不满意
的 件事
专项整治
10

一周 要闻

区交运局重点整治村道路狭窄破损问题
预计 11月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区政协加强重点提案督办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区教体局政协提案

办理协商暨重点提案督办会召开。区政协主席卢赐义、副

区长毛金花、区政协副主席邓军参加会议。

会上，区政协提案委介绍了涉及区教体局主办提案的

内容；重点提案 35 号的提案者介绍了《关于教育均衡发展

的建议》的主要内容；区教体局汇报了区政协四届四次会

议主办提案和重点提案的办理情况及工作开展情况；区行

政审批局汇报了提案协办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提案的提案

者、其他提案者以及重点提案牵头督办委室相关人员还作

了表态发言。

据悉，今年，区教体局共收到提案 9 件包括独立主办

提案 8 件、含重点提案 1 件。截至 6 月上旬，区教体局对所

有提案进行了办理。

会议指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意义重大。相关部门

要主动作为，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改进完善办学条件，加快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要总结经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委员

们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要抓好教育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

伍的综合素质，促进船山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加强

学校与家长的沟通交流，提高家长满意度，促进学校持续

稳定和谐地发展；要继续加强学校安全管理，切实抓好安

全出行、食品卫生、校外安全等工作。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 ,进一步加大提

案的办理力度；要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负其

责，推动办理工作有序开展；要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将提案

办理情况纳入全年目标绩效考核，确保提案办理实效。

区政协
四届 27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近日，区政协四届 27 次

主席（扩大）会议在区政协主席会议室召开。区政协主席

卢赐义主持会议。区政协副主席邓军、袁学文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了《区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关于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调查报告》，与会人员就调查报告进

行了讨论，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修改完

善调查报告，摸清全区农村撂荒土地和农业产业园区发展

情况。要充分吸取其他地方先进经验，提出更具操作性和

前瞻性的意见建议，为我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会议还协商了召开区政协四届 19 次常委会议有关事

项。

船山强化宗教政策法规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船山区组织开展宗

教政策法规专题培训。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黄钰以

及区民宗局、经开区、河东新区、宗教界相关负责人参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宗教场所规范管理工作现场会

精神，安排部署宗教界庆祝建国 70 周年相关活动，组织学

习《宗教事务条例》中宗教场所规范管理等相关内容，并作

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对民族宗教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切实增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民族宗教界人士要坚持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

最高利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履职尽

责，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稳定的良好局

面。

区人大交办
《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建议意见

本报讯 （邹小龙 全媒体记者 杨雨） 近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建议意见交办会。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琼、副区长吴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四川省农村公路条

例》执法检查问题。据了解，自今年三月开始，区人大常

委会对全区各相关部门、乡镇等开展了对贯彻《四川省农

村公路条例》的总体情况检查。检查已于 6 月初全面完

成，并形成了执法检查报告。本次会议对检查发现的问

题进行了汇总，并将问题清单交于区政府。区人大常委

会还将在后续工作中对区政府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对区政府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问题早日

得到解决。

区交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认真反思，压实责

任，摆正位置，主动落实问题的整改；深刻剖析问题，举

一反三，明确整改责任人，整合力量，全面推进整改工作

落实。

船山启动健康饮水扶贫工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7 月 2 日，四川省扶贫基

金会健康饮水扶贫工程遂宁市第二轮捐赠捐助暨船山启

动仪式举行。活动中，爱心企业向船山捐赠了总价值 40
余万元的净水器 40 台以及滤芯 10000 支。副区长郑良主

持捐赠仪式。

在启动仪式现场，爱心企业向省扶贫基金会遂宁市

分会捐赠了 200 台净水器及 50000 支滤芯，总价值 207.6
万元；向船山区捐赠了 40 台净水器以及 10000 支滤芯，

总价值 41.52 万元。该工程将进一步改善我市贫困地区

饮水质量，让贫困群众都能喝上健康直饮水。据了解，

此次向船山捐赠的物品将发放安装到各乡镇，并在船山

设立相应的产品服务中心提供后期服务。同时，该爱心

企业面向全省无偿捐赠了 3000 多万的净水器，在四川基

本实现全覆盖。

近日，记者从区交运局了解到，在开

展遂宁市 2019 年度整治的“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活动中，“部分村道路狭

窄、路况差，维护不及时”问题被列入其

中。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区交运局高

度重视，积极开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专项行动，对涉及交运工作的

各项问题逐项认真查摆，着力改善农村

道路条件，提升群众满意度。

据了解，在农村公路窄路加宽整改

方面，区交运局已安排技术人员完成了

对全区所有村道主路的排查。经过积极

对接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目前省公路局

已经安排我区 412.8 公里村道窄路加宽

项目建设指标，补助资金 4953.6 万元。

同时，根据车、人流量情况，区交运局对

农村道路进行加宽和增设错车道两种方

式配合实施，科学布局，目前已提前启动

一批急需加宽的农村道路。 2016-2018
年，区交运局已在 27 个村建设约 320 个

错车道。

“在道路加宽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

主要是实施了县道加宽、乡道加宽、村道

加宽三类项目。”区交运局运输管理股股

长郭衡介绍说，所有建设任务预计今年

11 月份全面完成。

今年，区交运局对张永路进行了县

道加宽，将路面加宽至 6.5 米，全长 9.5 公

里，总投资约 4200 万元，沿线涉及永兴

镇青龙井村、应龙桥村、字库村等 7 个

村，目前该项目已经完工。对遂保路、老

西路进行了乡道加宽，将路面加宽至 5.5
米，全长 12.6 公里，总投资约 1300 万元，

沿线涉及宝凤村、刘板桥村、定宝村等 5
个村，目前已经进场施工；老西路，全长

10 公里，总投资约 800 万元，沿线涉及芋

禾 村 、盘 龙 村 、飞 跃 村 等 5 个 村 ，已 完

工。在村道加宽上，该局已完成仁里镇

倒碑垭村 0.7 公里、桂花镇响堂村 1.7 公

里、西宁乡樟树堰 1.6 公里、兰井村 4.3 公

里、仁里镇石马村 4.2 公里、唐家乡花果

村 2 公里、河沙镇桥墩村 1.9 公里、桂花镇

燕窝村 5 公里建设任务，老池乡芋禾村已

完成 2.6 公里，路面全部加宽至 4.5 米。剩

余的老池乡盘龙村、保升乡刘板桥村、复

桥镇棕树村、桂花镇三圣村、永兴镇明镜

村等窄路加宽工作正在实施中。

除了农村道路加宽，破损道路修复

也是此次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群

众反映部分村道路破损的情况，我局已

组织技术人员对全区所有村道主路和重

要社道进行了破损道路排查，并安排破

损修复补助资金约 600 万元，由各乡镇

负责组织实施。”郭衡告诉记者，目前，

破损道路排查工作已全部完成。其中县

道修复项目——仁三路道路修复已经在

编制实施方案，沿线涉及保安寺村、放羊

村、松林村。乡道修复项目——遂保路，

全长 12.6 公里，破损约 9680m2，沿线涉及

宝凤村、刘板桥村、定宝村等 5 个村，目

前已经完成招投标，于 11 初进场施工；

老西路，全长 10 公里，目前已经完工。

黄 吉 路 ，全 长 10 公 里 ，路 面 破 损 约

940m2，目前已经修复完成。同时各乡镇

正全力实施村道路破损修复，目前全区

已经完成约 1.5 万 m2 修复。

针对目前部分村社道路管养缺失严

重的情况，区交运局还将农村公路养护

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对管养不到位的乡

镇、村将扣年度目标分和扣减年度养护

经费，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全媒体记者 梁惠）

自今年 5 月初船山区最终确定 2019
年群众最不满意的十件事以来，涉及到

的各个部门便逐步开始实施整治工作。

其中，为解决“部分乡镇场镇缺少公共厕

所”的突出问题，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区

住建局积极增添措施，全力解决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自 5 月 21 日开始，区住建局开始对

全区乡镇场镇进行排查，询问乡镇群众

最迫切需求新修公共厕所的点位，并积

极开展相关调度工作。截至 6 月 20 日，

区住建局已经对全区情况进行了排查，

对群众诉求进行了梳理汇总，同时拟定

了初步整治方案。

区住建局副局长田鱼祥说，前期工

作已经完成，接下来，区住建局将对照整

治方案，集中力量协调相关部门和乡镇

开展新建公共厕所、维护公厕卫生等，确

保问题整治取得实效。

在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十件事中，

区住建局加强组织领导，把“整治群众最

不满意的十件事”工作排上重要日程，统

筹安排部署，抓牢抓实了整改工作，确保

效果不打折扣。后续，区住建局还将建

立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治效果，提升群

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全媒体记者 杨雨）

区住建局整治场镇缺少公厕问题

7 月 2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游

局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游局承办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暨遂

宁市第十届“幸福家园·百佳千星”群众文

化节“舞动遂宁”广场舞决赛，在九莲洲生

态湿地公园举行。比赛中，参赛队员们用

整齐的动作、专业标准的舞姿为广大舞蹈

爱好者献上一场视觉盛宴。

全媒体记者 杨雨 摄

“舞动遂宁”
广场舞决赛举行

（上接01版）
崔志国提出三点整改意见：一要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发挥好党委政治引领和领导核心

作用，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攻坚战。

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扎实开展蒲

波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坚

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加

强宣传思想工作，强化理论武装，大力倡

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管控宗教

活动场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夯实基

层党组织建设，切实解决区直机关党建

工 作“ 灯 下 黑 ”问 题 。 进 一 步 纠 正“ 四

风”，加强作风建设，严格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注重干部队伍和人才

队伍建设，为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

保障。三要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系

统开展党规党纪教育学习活动，切实抓

好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管工作。更加重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案件，扎实抓好禁

毒工作，确保全区社会和谐稳定。严肃

查处领导干部顶风违纪和群众身边“微

腐败”问题，紧盯工程建设、扶贫等重点

领域违纪违法问题，持续优化发展环境，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崔志国强调，船山区委要高度重视，

充分认识“巡视发现的问题表现在下面，

根子在党委”，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政

治担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切实

担负起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及时召开领

导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

查摆剖析，研究制定问题清单、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压

实整改责任。区委书记和班子成员要发

挥“关键少数”作用，坚决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身作

则，带头落实整改，对重点问题整改要亲

自抓、抓到底、抓出成效，确保整改落实

落地。

邓涛要求，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巡视

工作职责使命，切实增强抓好巡视整改的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巡视是党内监督

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更好地发挥巡视在全

面从严治党中的战略作用，既要做好巡视

发现问题“前半篇文章”，又要做好巡视

整改“后半篇文章”。各级党组织要充分

认识到抓好巡视整改是中央和省委的明

确要求，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

抓手，是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

醒坚定，真正把巡视整改工作抓紧抓好抓

出成效。二要紧盯本轮巡视发现的突出

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全面深入整改。各级

党组织要紧盯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不到位问题抓整改、紧盯政绩观偏差

问题抓整改、紧盯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抓

整改、紧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四风”问题抓整改、紧盯重点领域乱象

抓整改。三要压紧压实整改责任，扎实做

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船山区委要强化

“抓好整改是本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

改不力是渎职”的意识，认真落实整改主

体责任，坚决克服巡视整改中的错误倾

向，不断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做到真

认账、真反思、真整改。

邓涛强调，抓好巡视整改是一项严肃

的政治任务。船山区委和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和韧劲，高质

量完成好巡视整改任务，为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

坚强保障。

曹斌表示，省委第四巡视组反馈的问

题和提出的相关要求，点得准、点得实、

点得深，对我们做好下一步整改工作、进

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指明了方

向，对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

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

力推动富民强区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诚恳接受、全面认领。一是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深化思想认识。省委第四

巡视组巡视船山，是对船山工作的一次

“整体把脉”，是对领导干部的一次“全面

体检”。全区各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认真对待反馈问题整改，切实

将省委巡视组的意见要求落细落实，努力

实现巡视成果最大化。二是坚持问题导

向，全力抓好整改落实。对反馈问题逐一

分析研究，分门别类建立台账，逐项逐条

制定措施，明确责任单位，倒排整改时

间，确保全面改、深入改，改彻底、改到

位。持续盯紧反馈问题办理情况，坚持举

一反三抓整改，全面排查类似问题，及时

向省委巡视组报告整改情况，并向社会公

开，让省委巡视组放心，让人民群众满

意。三是注重标本兼治，从严从实管党治

党。进一步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结合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落

实“两个责任”，严格“好干部”标准，坚决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巡视

组移交的问题线索一查到底、绝不护短，

全 力 以 赴 巩 固 风 清 气 正 的 良 好 政 治 生

态。坚持把整改巡视反馈问题和推动全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真正将

巡视工作的成效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中，决不辜负省委、市委和全区人民

的殷切期望。

省委第四巡视组副组长文明、毛碧，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谭晓政，

省委巡视办、省委巡视组有关领导同志以

及船山区委和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

政协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区检察

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其他在职副

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区纪委监委机关班子

成员、区委组织部班子成员、区委巡察办

主任、区委巡察组组长和副组长以及区直

部门、乡镇、街道、园区负责同志，离退休

干部代表列席会议。

省委第四巡视组巡视遂宁市船山区情况反馈会议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