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实施的 30 件民生实
事 中 ，我 市 确 定 的“ 提 高
542623 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障水平”“代缴 66600 名贫困
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
困难群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缴费”，通过政策的
不断“加码”来体现党委政府
的重点关怀。

该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各
级人社主管部门和社保经办
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分解目标
任务，做好政策宣传，强化督
导检查，让广大群众真正享受
到民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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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件民生实事聚焦 2019 年

民生 速递

科技创新攻坚

经开赛区：
科技创新·筑梦共赢

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遂宁经开

区，此次创客大赛分赛场比赛，其参赛项目尤

具特色，主要围绕中小企业孵化、传统行业转

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领域。

6 月 3 日、4 日，英创力电子、摩天时代等
17 家区域范围内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
式创新、整合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参加了经
开区分赛场初赛角逐。各参赛团队以项目路
演和答辩的方式，精彩呈现了各项目的创新
性、市场前景、经济社会效应。最终，高阶高
密度任意层互连印制电路板产品规模化项目、
手机研发基地及手机智能制造、FLYOS 共享智
能软件等 8 个高品质项目入围晋级，将参加今
年 9 月举行的全市第五届创客大赛决赛。

蓬溪赛区：
我想、我创、我实现！

“我想、我创、我实现！（We are dream
maker!）！”6 月 11 日，以此为主题的蓬溪赛区
比赛暨颁奖典礼在蓬溪县上游工业园孵化中
心举行。

此次比赛历经宣传、报名、资料审核、现场
初评、路演决赛五个环节。评委以项目的创新
创意性、商业性等为主要评选依据，通过层层
选拨，12 名选手进入到决赛。决赛现场，12 名
参赛选手通过 PPT 解说和评委评审提问开展
评选。经过一番角逐，来自遂宁市江正品蓬溪
县姜糕有限公司以参赛项目《年产 2500 吨蓬
溪姜糕系列绿色康养建设》获得一等奖。此次
大赛评选出前五名参加遂宁市创新创业比赛，
并分别给予 1 万元、0.8 万元、0.6 万元、0.4 万元
和 0.2 万元的现金奖励，创新创意奖和励志奖
各一名分别给予 1000 元奖励，优胜奖 5 名。

大英赛区：
创业在大英

作为遂宁第五届创客大赛大英赛区比赛
的大英县第二届“创业在大英”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于 6 月 11 日在大英县创新创业智造产

业孵化中心 3 楼路演室举行。

比赛采取“5+3”的模式进行比赛，即 5 分

钟项目路演（PPT 展示）、3 分钟评委导师提

问。最后按照项目的最终得分，评选出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比赛中，创客

们激情涌动，智慧闪耀，全面展示创业风采。

评委老师针对每一个参赛项目都做了精心点
评，专业评审。

通过紧张激烈的比拼，15 个项目依次比拼
完毕，最终杀出重围，获得一等奖的企业是大英
县林柯源产联式专业合作社，获得奖金 5000 元。

高新赛区：
科技创新·筑梦共赢

6 月 13 日，高新杯·遂宁市第五届创客大
赛高新赛区比赛在启迪之星·创客公园（遂
宁）路演大厅成功举办。

比赛以“科技创新·筑梦共赢”为主题，甄
选 13 项参赛项目，分为企业组和创意组，其中
企业组七项、创意组六项，涵盖生物医药、教

育、医疗、智慧家居等行业。评选采取百分

制，从团队、市场、现场表现等几方面进行打

分，最终在企业组和创意组分别评选出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

比赛中，企业组由徐凤博士带队研发，已

获得多项技术专利的双轴振镜扫描式激光投

影仪项目以及创意组由四川大学团队带来的，

探索人体免疫调节解决方案的百可欣抑菌喷

剂项目尤为耀眼，摘得此次比赛桂冠。

船山赛区：
筑梦创新·创享未来

6 月 13 日，“筑梦创新 创享未来”遂宁市

第五届创客大赛船山分赛暨第三届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及颁奖典礼在物流港威斯腾

会展中心会议室举行。

本次大赛采取“5+3”的模式进行比赛，即

5 分钟项目路演（PPT 展示）、3 分钟评委导师

提问评分，最后按照各参赛项目的分数由高到

低，评选出本次大赛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赛场上，创客们激情涌动，智慧闪耀，全面

展示创业风采。本届大赛可谓亮点纷呈，参赛

项目来源广、水平高，吸引了新闻媒体全程关

注，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通过紧

张激烈地角逐，参赛项目依次路演完毕。最终 ,
四川菌绿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摘得头筹。

河东赛区：
科技创新·成就创业

5 月底，遂宁市第五届创客大赛河东赛区

比赛，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参赛作品达 60 余

个，经过近 1 个月的精心筛选，最终创业创富

组，大学生创业组，返乡下乡创业组、退役军

人创业组等 4 个比赛分组，共计 16 个优秀项目

入围决赛。

6 月 22 日，2019 年河东新区“鼎盛杯”创新

创业暨创客大赛（河东赛区）决赛正式拉开帷

幕。决赛现场，各参赛选手各显神通，路演亮

点纷呈。最终，大智职业技能培训、智能太赫

兹（THz）时域光谱检测系统、FLYOS 智能共享

硬件解决方案、新型环保焊机 4 个项目分别摘

得创业创富组、大学生创业组、返乡下乡创业

组、退役军人创业组头筹。

安居赛区：
创新引领未来 创业成就梦想

以“创新引领未来 创业成就梦想”为主题

的高新杯·遂宁市第五届创客大赛安居区选拔

赛于 7 月 18 日在安居区永正国际酒店举行。

参赛项目涵盖机械、教育、农业、新能源等

行业，企业组 10 个参赛项目团队依次登台，讲

解项目特点以及实施情况，演讲选手个个娓娓

道来，激情四射。提问环节，现场评委提问尖

锐，点评到位，让项目团队和现场其他在座企

业都受益匪浅。此次选拔赛评选出的一等奖、

二等奖、三等奖获奖项目，将直接进入遂宁市

创客大赛复赛。

经过上午的激烈角逐，遂宁市灵广竹编制

品有限公司推送的《石洞竹编》项目摘得桂冠，

其他各个奖项也花落名家。至此，2019 年高新

杯·第五届创客大赛安居区选拔赛圆满成功。

射洪赛区：
筑梦创新，创业前行

以“筑梦创新·创业前行”为主题的遂宁市

第五届创客大赛射洪赛区比赛暨 2019 年射洪

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预计将于 8 月初举行，目

前正紧锣密鼓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据悉，此次赛事的参赛选手将分为企业科

研项目组、小微创业团队组、个人创业组及个

人创意组分别进行比赛。决赛采用路演评审，

路演形式为 5 分钟项目演讲+5 分钟答辩。评

委评审指标包括产品竞争力、市场前景、团队

素质、盈利模式、财务管理等方面，线下评委

评分（权重 70%）+线上投票（权重 30%）。

（余波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精准施策
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感

对于船山区河沙镇板桥村村民汪文

信来说，他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在不断提

高。从 2010 年开始，船山区全面实施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当时 62 岁的汪文信因

超过 60 岁而享受了养老待遇，最开始每

个月养老金只有 55 元，随着政策不断优

化，到去年 12 月，他的养老金上调至每月

100 元，“别看只是 100 元，但却可以解决

许多生活问题，比方说米、油等一些小开

销，都可以用它来支出，还是党的政策

好。”

“1-6 月，我市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 障 水 平 533523 人 ，项 目 完 成 比 例 达

98.32%。”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养

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

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调高了，意味着每

月领取的养老金增多了，老百姓的获得感

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水平

也相应提高。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各级人社主

管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将继续做好民生

实事推进工作，强化工作措施，加强检查

指导，确保民生实事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

多措并举
全力做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2019 年上半年民生实事实施进展情

况的报告》显示，1-6 月，我市代缴贫困人

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93744 人，项

目完成比例达 140.76%。

民生实事推进过程中，各级人社主管

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主动对接民政、财

政、扶贫部门，调查摸排拟符合城乡居保

代缴条件的人员情况。我市印发了《社会

保障扶贫专项 2019 年实施方案》，明确各

地政府按 300 元 /人 /年的标准为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含已脱贫人口）、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

超过 60 周岁及以上且未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贫困人员，直接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使其从纳入次月起可按月领取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根据省、市部署要求，今年我市要为

6.6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保户、特困

人员按照每人每年 100 元标准代缴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结合遂宁实际，我

市将代缴范围从“未标注脱贫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拓宽至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将代缴标准从“每人每月 100 元”提

高至“每人每月 300 元”。

我市还全面启动了对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年

满 60 周岁、未领取归家规定的基本养老

保险待遇的直接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按月发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

（全媒体记者 侯跃）

“你看嘛，放出来的水这么浑浊。”8 月 2 日，市民唐女

士打进本报热线称，她家住在蓬溪县赤城镇映月街，近段

时间，家中自来水水质一直较差，有时放出的自来水还呈

黄色，只得将水放进水缸沉淀后才敢食用。由于这一现象

已持续多日，唐女士怀疑，是不是自来水厂的过滤系统出

现了问题，才导致自来水水质浑浊。

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8 日，记者来到蓬溪县水利

局咨询了此事。“目前已经查出造成自来水浑浊的原因。”

据蓬溪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8 月 2 日起，该局陆续

接到市民反映自来水浑浊问题。了解该情况后，该局立即

安排工作人员展开核查，并督促供水单位爱文思水务有限

公司进行调查处理。8 月 7 日，爱文思水务有限公司化验

室工作人员多次与唐女士联系，但由于她不在家中，因此

无法到其家中查看水质情况。为此，工作人员对唐女士住

所周边居民户中进行了水质抽检，结果均符合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爱文思水务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偶尔出现水质

浑浊情况，是由于维修水管和清洗制水系统造成水压不稳

定所致。8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唐女士，目前，她家中的水

质已经好转。

据悉，为确保县城供水水质、水量、水压，蓬溪县水利

局将督促爱文思水务有限公司加快扩容改造工程。目前

水厂两万吨扩容工程已完成 70%，南门口至党校水管改造

已纳入 2019 年重点建设项目。

8 月 8 日清晨 6 点 50 左右，国道 247 线射洪县木孔垭路

段 1282KM 处发生山体落石，一辆经射洪至绵阳方向的川

A 牌照的小车被山体落石砸中，车内两名女性当时就被弹

出车内，受伤倒地，而该山体落石路段道路半幅中断。射

洪县交警大队、射洪县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赶往现场，经过 3 个多小时的努力，落石被清理，道

路恢复通行。目前，受伤的 3 人，两人受伤较轻，一人受伤

较重，但无生命危险。

据了解，造成此次山体落石是因为近段时间的连续暴

雨天气，山体石块浸泡雨水，致使山体松散，石块坠落。目

前，射洪高等级公路管理处、路政、应急管理局相关部门已

召开专题研究会，进一步强化各部门的职能职责，布置下

一步国道 247 线射洪段的危崖段山体的勘测以及后续的

处理工作。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居民反映家中自来水浑浊呈黄色
部门：水压不稳定所致 目前已恢复

山体落石致道路半幅中断
落石被清理 道路恢复通行

中央广场3号楼购房人：

在市区两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共同

努力下，中央广场 3 号楼已达到交房条件。

应 3 号楼购房人要求，目前兆丰公司已做好

积极配合交付房屋的有关工作，定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开始正式交付房屋。请购房人

携带购房合同、购房款收据以及购房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前往中央广场物业服

务中心办理接房相关手续。自本公告通知

的接房之日起，超过一个月未办理接房手

续的，属于延迟接房，对于延迟接房造成的

相关损失，概由延迟接房人自行承担。

四川兆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8日

交房公告

广告

因工作需要，拟面向社会为遂宁市公

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开招聘 30 名

警务辅助人员（限男性），用工性质为劳

务派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范围及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

3.年龄满 18 周岁（2001 年 9 月 9 日前

出生）以上，原则上不超过 35 周岁（1984
年 9 月 9 日后出生）；

4.警务辅助人员应当具有高中及以

上文化程度；

5.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

6.身心健康，无纹身，且裸眼视力不

低于 4.8，身高原则上要求 170CM 以上。

二、招聘岗位及名额
本次面向社会公开聘用警务辅助人

员 30 名 (限男性 ),遂宁市公安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原

则上从事一线巡逻防控及协助民警接处

警、纠纷调解等日常工作。

三、招聘程序
报名方式、时间、地点、流程及具体

事项：关注遂宁经开公安微信获取。

四、相关规定
1、按照国家规定，统一为聘用人员

购买五险一金。

2、聘用人员需参加用人单位统一组

织的岗前培训，凡培训不合格以及试用

期内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的人员，由用

人单位退回劳务派遣公司。

3、聘用人员必须在遂宁市公安局经济技

术开发区分局民警带领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

五、附则
1、本公告由遂宁市鑫虎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解释。

2、咨询电话：0825-8103963
遂宁市鑫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8日

遂宁市鑫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招聘遂宁
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务辅助人员的公告

广告

代缴困难群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关怀“加码”66600名城乡困难居民受益

掏家底、拼创意、夺桂冠

市第五届创客大赛初赛精彩纷呈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

逐渐成为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
双创品牌赛事的遂宁市创客大
赛，其第五届比赛各赛区初赛于
今年 6 月起在船山区、安居区、大
英县、射洪县、蓬溪县、高新区、经
开区及河东新区八赛区相继精彩
开赛。

掏家底、拼创意、夺桂冠，各
赛区初赛活动中，参赛团队纷纷
拿出自家“压箱底”的项目，展示
其创新性、创意性及其转化优势，
激烈角逐全市第五届创客大赛复
赛、决赛入场券。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