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热烈庆祝建党 98 周年

在大安乡凉水村，提起第
一书记奉光霖，村民们没有不
竖起大拇指的。“奉书记带领
全村发展产业，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他为我们办了不少实
事！”

奉光霖现任大安乡党委
委员、人武部部长、副乡长，大
安乡凉水村第一书记。自上
任以来，奉光霖通过进村入
户、调查摸底，把村情民情牢
记于心，把“精准到户、扶贫到
人”真正落实到他的行动中，
用心驻村，做好凉水村建设发
展的引路人；用情帮扶，当好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村民们都称赞他是一个真抓
实干的好书记。

时政02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编辑：王超 组版：杨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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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安居区机构改革后的开局之

年，也是安居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的第一年。为了切实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深

入落实十九大精神，结合机构设置、政策法规等实际，将服务军队退

役人员政策做深做细做实，切实当好全区退役军人的“娘家人”。

关爱“当兵的人”
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今年 5 月底，安居区在保持原有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机构、编制、人员基本稳定

的基础上，挂牌成立了区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运行 1 个月以来为退役军人解疑答

惑，在提供政策咨询、医疗救助等方面发

挥了良好实效。

“现在有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确实

给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办事比原来方

便多了。”日前，记者走进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时值早上 9 点左右，工作人员正耐

心为眼前的大爷耐心解惑。据了解，大

爷名叫李贞平，作为一名带病回乡的退

役军人，如今生活困难，他对医疗救助方

面的政策存在疑惑，经过一番咨询，他心

中的疑惑终于解除。

像李贞平这样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每天都要接待不少，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他们的家。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正切实维护着退役军

人、军属合法权益，并通过对退役军人的

良好服务，提升他们的荣誉感、归属感。

“在这里就像回退伍军人的家一样，

工作人员很和蔼、很亲切，有什么问题也

能得到解决。”退役军人方荣富告诉记

者，前来服务中心咨询很方便，平时有什

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们帮忙解决。

据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余雷介绍，组

建 区 退 役 军 人 服 务 中 心 ，是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

论述，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建设，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悬挂光荣牌
让“光荣之家”亮起来

玉丰镇金龟村、鸡头寺村联村党支部

书 记 王 胜 全 是 一 名 光 荣 的 退 伍 军 人 ，

1989 年 3 月入伍，在部队被评为优秀士

兵、优秀班长、优秀教官，获得济南军区

政治部建功章一枚。

“想起在部队的那些岁月，我感到万

分自豪，能获得这满载荣誉的光荣牌，特

别高兴！”日前，王胜全接过安居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送来的“光荣之家”

光荣牌后激动地说。

“他是光荣的军人，我们是光荣的军

属，我感到很骄傲，切身体会到了一人当

兵全家光荣，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从

小我就告诉他要爱党爱国，我也会督促

他继续努力，多对社会作贡献，要对得起

这份光荣，让光荣牌永不蒙尘、光彩夺

目！”王胜全的父亲说道。

王胜全对记者说道，“作为一名党员

和曾当过兵的人，我有义务帮助村民脱

贫致富，更何况这是我的家乡，通过我的

努力看到我的家乡越来越美好，才对得

起在部队中国家对我的栽培，对得起挂

在家门口的光荣牌。”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既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更是进一

步弘扬安居区拥军优属优良传统。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通过悬挂光荣牌，有力地提升

了全区退役军人服务管理水平，为推进退

役军人服务事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荣之家”的牌子虽小，却涉及到

军属的政治利益。

为确保光荣牌悬挂工作落到实处，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采取不打招呼入户检查

的方式，对悬挂对象询问求证，现场检查

光荣牌悬挂是否规范美观，并且电话抽

查部分悬挂对象询问情况，对发现的问

题，责令当天必须整改完毕，有力地推动

了悬挂光荣牌工作高效完成。通过宣悬

挂光荣牌，不断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水平，努力让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

庭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退役军人、尊崇现役

军人的浓厚氛围。 （全媒体记者 王超）

安居区高质量推进退役军人服务工作

当好“娘家人”做好“娘家事”

创新发展
努力夯实小康路

凉水村地势偏远，产业单一，如何发

展一直是困扰全村人的难题。自担任村

第一书记以来，奉光霖致力于寻找适合

本村的发展道路，带领乡亲奔小康。为

此，奉光霖和村两委走村串户了解情况，

积极召开党小组会、支部会、社员代表会

征求意见，最终制定了“基础设施与产业

协同并进”的发展思路。

修建村组道路 6 公里、完成改造小农

水堰塘 5 口、建村办公室、卫生室、公共

浴室及“便民桥”……这些简单数字，体

现的是近年来凉水村各项基础设施的改

善，也是奉光霖为完善全村基础设施、千

方百计争取项目而做的努力。

在产业方面，奉光霖带领全村大力发

展柠檬种植。依托区农业农村局的技术支

撑，凉水村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

习柠檬种植技术，让全村绝大多数群众都

学会了柠檬的种植和管理技术，引导提升

贫困群众发展产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

进贫困群众增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双提

升，实现了群众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

贫”的完美转变。目前，凉水村发展主导产

业 330亩，其中柠檬 210亩、柑橘 120 亩。

“现在我们的路宽了，房子也漂亮

了，大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感谢扶贫

的好政策，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的生

活。”凉水村群众代表韩安忠告诉记者，

这两年村里的脱贫攻坚工作十分扎实，

干部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工作，得到了

全村群众一致认可，相信以后的日子会

越过越好。

用情帮扶
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

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具体成效。作为凉水

村第一书记，奉光霖时刻牢记自己是一

名共产党员，用“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

的光辉”来警醒自己，以端正的学习态

度，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

则 ，狠 抓 班 子 建 设 和 自 身 能 力 素 质 提

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把党员牢牢

地凝聚在一起，通过落实“四议两公开一

监督”“村干部轮流坐班制度”和“群众事

务代办制度”，把全村党员、群众紧紧团

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帮助贫困群众扶贫

解困方面，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奉光霖

的身影。

“在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中，我们将

继续按照脱贫攻坚的相关工作要求，拉

近与贫困户的感情，扶贫、扶志，让我们

的老百姓更全面地知晓、掌握党和国家

脱贫攻坚政策，让我们的群众不等、不

靠，立志脱贫，让脱贫户不再返贫。”奉光

霖说。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带领乡亲脱贫奔小康
——记大安乡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副乡长、凉水村第一书记、安居区优秀共产党员奉光霖

安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守护好全区人民群众舌尖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7 月 12 日，安居区食品安

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杨冬梅，副区长曾勇出席会议。区食品安全

委员会重点部门和乡镇（街道）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通报了近期食品安全事件并就 2019 年食品安全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区教体局和大安乡分别进行了交流发

言。

会议强调，要深化认识，坚定信心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全区各乡镇（街道）和食品相关部门务必从讲政治、讲

大局的高度，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食品安全的严峻性和

复杂性，以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切实抓好食品安全工作，有

效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要恪尽职守，认真履行食品监管职

能。要以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认真履职尽责，建立地方

政府负总责、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履职尽责、企业承担

主体责任、消费者主动参与的全社会共管共治格局，汇聚形

成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以食品安全的实际成果取信于

民。要齐抓共管，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各乡镇（街道）和食

品相关部门要坚持紧盯热点，以问题为导向，紧紧抓住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

整治，突出学校、敬（养）老院、建筑工地、旅游景区、集贸市

场、农村等重点区域，全面加强监督抽检和执法检查，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当好人民群众健康守护卫士，确保全区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安居区人民政府、遂宁农商银行信用工程
创建暨“走千访万·整村授信”工作启动会在三
家镇举行

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7 月 10 日，安居区人民政

府、遂宁农商银行信用工程创建暨“走千访万·整村授信”工

作启动会在三家镇举行，为安居区乡村振兴战略注入强大的

金融活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区委常委、副区长

佟硕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启动“信用工程创建”暨“走千访万·整村授

信”工作，是以农户走访和金融知识普及为着力点，以整村

授信和农户、村和乡镇的信用等级评定为突破口，解决大家

创业发展中的“贷款难、贷款贵”等问题，进一步优化农村地

区的信用生态环境，对扩大政银合作、普惠基层群众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今年 5 月，遂宁农商行与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明确五年内向安居区总体授信 100 亿元，在重点项目建设、

新兴产业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同时还将在基础金融服务、

脱贫攻坚等方面进行部署，力争将普惠金融服务覆盖到城区

每一个角落，农村每一片土地。

安居区档案馆正式揭牌成立

本报讯（实习记者 戴广伟）7 月 14 日，区档案馆正式揭

牌成立。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高敬东为档案馆揭牌。

按照《遂宁市安居区机构改革方案》，安居区将区档案馆

的行政职责划入区委办公室，对外挂区档案馆牌子，作为区

委直属事业单位，不再保留事业单位区档案局。

高敬东指出，档案馆承担着“保存过去、服务现实、链接

未来”的信息纽带作用，区档案馆全体上下要充分认识档案

工作对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要聚焦主责主业，

加强学习，尽快熟悉业务工作，积极主动担当作为；要以更

加严实的作风，严谨细致、规范高效地做好档案工作，不断

开创全区档案管理事业新局面，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幸福安

居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冷强军督查白马镇地灾防治和危房改造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日前，副区长冷强军带领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建局前往白马镇卧龙桥村、东沟村

督查地灾防治和危房改造工作。

在卧龙桥村地灾点，冷强军仔细查看地灾隐患，并详细

了解地灾防治工作。冷强军要求，现场隐患点监测人员要落

实到位，现场记录要充分完善，同时要开展应急演练覆盖全

区各个隐患点，各乡镇要开展拉网式排查，排查是否还有新

的隐患点，要做好对疑似存在隐患的点位的监测工作，及时

启动应急避险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房子改造是否满意？”随后，冷强军还前往东沟村督查

危房改造工作，每到一户，冷强军与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危房改造情况。冷强军要求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要站在讲

政治的高度，层层把关，加快进度，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让群

众早日住进安全房。

近年来，安居区大力推动“农旅融合”，葡萄、草莓、枇杷等一个个特色种植项目引发的“采摘热”，成为激活安居发展“大农业”的

新动能。图为，天伦葡萄园的葡萄已经熟了。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葡萄熟了

陈忠良督导“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

为全面脱贫奔康打牢基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区政协副主席陈

忠良到常理镇督导“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

在常理镇镇政府，陈忠良详细听取了“大排查”工作的

准备和开展情况。他要求所有参加排查人员要认清“大排

查”的重要意义，坚持实事求是，切实摸清情况，认真梳理问

题，为全面脱贫奔康打牢基础。

随后，陈忠良到鲤鱼沟村督导“大排查”工作，他与排查

组工作人员一起走村入户，实地督导工作。在贫困户喻中华

家，他与排查组人员一起详细询问喻中华家庭情况，实地查

看住房情况，仔细了解收入构成及享受的脱贫政策情况。同

时他认真审阅了排查工作组人员填表情况，对表册上出现的

字迹不清，修改较多情况提出建议，希望排查组人员仔细询

问，认真如实填写。

督导过程中，陈忠良还到村道路建设现场组织召开现

场办公会，就村道路建设相关事宜现场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