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长：骆常非 总编辑：邓正强 值班副总编辑：刘凯

中共遂宁市委机关报 (遂宁日报社（遂宁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总第7534期

今日 版4

2019年8月

12
星期一

农历己亥年七月十二

本期值班编委：王云 一版责编：吴莉君 组版：杨洋 遂宁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8.10 空气质量指数:90 空气质量级别: 二一级 空气质量状况:良 首要污染物:臭氧 8小时

广告
广告 广告

奋 斗 新 时 代

记者一线行记者一线行

四川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力争超2万亿元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力争到

2022 年，全省数字经济总量超 2 万亿元，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的重要力量。

不断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5G、超高清视频等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是四川数字经济的重点发力方向。

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建设，我省提

出要打造“成德绵眉泸雅”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 3-5
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同时，我省将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基

础理论研究与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培育智能机器人、无人

机等人工智能重点产品和人工智能龙头企业。打造 5G
产业领域重点产品的同时，我省正积极开展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 5G 网络商用示范，要率先在主要城市主城区实现

5G 规模商用。此外，我省还提出打造国家超高清视听创

新基地，建设天府文创城、成都游戏动漫基地、区域数字

出版基地、四川传统文化影视内容基地和四川电竞产业

基地等。

（下转02版）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第一批主题

教育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推动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领导班子履

职尽责、团结奋进，牢记初心使命，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时

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通知指出，要把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为领导班子和

党员领导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一次政治

体检，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充分运

用主题教育成果，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

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围绕理论

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

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

刻剖析。民主生活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肃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

开出高质量新气象。

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在内蒙古

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的重要

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本地区本领域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学习党章、《关于新形势

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民主生活会

的有关要求，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标准要求，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主题教育的部署

要求上来，打牢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思想基础。

通知指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分管单位负

责同志、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要开展谈心

谈话，交流思想、交换意见。要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谈

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体会，谈守初心、担使命方面的差距不

足，谈对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意见建议。领导班子和党

员领导干部要对在学习研讨中查摆的问题、对照党章党规

找出的问题、调研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谈心谈话

指出的问题等，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对上级党组织在巡视

巡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中所反馈的问题和所指出的意见，

对上年度民主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需要

整改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要在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的基础上，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

要求，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强烈的自我革命

精神，以对党、对事业、对同志、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拿起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打扫思

想上和政治上的灰尘，检身改过、日进日新。自我批评要勇

于解剖自己、揭短亮丑，见人见事见思想。相互批评要真点

问题、点真问题，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通知明确，要把抓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后的问题整改，作

为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措施。要根据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中找出的问题和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

题以及相互批评的意见，细化完善整改措施， （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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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8 月 8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带领市级相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企业和园区调研全市商务工作，

强调要齐心协力加快发展，坚定信心创新作

为，奋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邓正权先后到千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汽车产业园、威斯腾西部铁路物流园等

地，调研城乡高效配送、保税物流中心（B 型）

申建等工作，看望市商务局干部职工，听取全

市商务工作汇报。他指出，全市商务系统认

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抓好

消费升级、外贸提质、服务业壮大等各项工

作，指标增速快、重点工作实、作风面貌好，商

务工作亮点多。

邓正权强调，要齐心协力加快发展，深研

业务、紧跟市场、统筹发展、严守底线，不断提

升推动全市服务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抓

好指标调度，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人人身

上有指标”局面。要抓好服务业提升，以制造

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以消费升

级带动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要抓好市场

拓展，引导和帮助“遂宁造”“遂宁产”商品更

加适销对路，打造夜间经济及特色街区，激发

农村消费活力，积极搭建活动平台。要抓好

开放平台，做好保税物流中心（B 型）、自贸协

同改革先行区申建以及进出口商品展和进博

会筹备工作。要切实保障市场供应，多措并

举全力做好“菜篮子”保供稳价。要抓好自身

建设，保持团结和谐。

邓正权强调，未来 5-10 年是服务业发展

的大机遇期、大变革期，将奠定一个地区、一

座城市在现代化经济版图中的格局和地位。

希望商务系统干部以全力冲刺下半年、超额完

成全年目标为起点，推进好“十三五”收官，谋

划好“十四五”发展，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奋力

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

主轴绿色经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副市长雷云，市政府秘书长付勇随同调

研。

邓正权调研商务工作时强调

坚定信心 创新作为
奋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8 月 9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带领市级相关部门

负责人，深入安居区、船山区和射洪县，调研

督导农业农村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强调要

做强园区做实产业，突出遂宁特色，带动更多

农民增收致富。

安居区莲藕现代农业园区规划发展莲藕

10000 亩，已引进四川博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在横山镇、分水镇等乡镇 26 个村种植莲藕

6000 余亩，实施种养结合，推行“藕—鱼、藕—

虾”新模式，被确定为西南地区莲藕品种繁育

示范基地。在实地察看优质莲藕种植基地，

了解到该公司引进繁育早熟、中熟、晚熟莲藕

品种，靠反季销售提升产品价值，产品供不应

求时，邓正权向业主详细了解安居区莲藕种

植发展空间和市场风险等情况，希望延伸莲

藕产业链，做出品牌，突出特色，提高企业抗

风险能力，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安居兴

耘农机专业合作社购置农机具 48 台套，主要

开展机耕、机插、机收、集中育秧、粮食烘干、

跨区作业及学员培训等服务，建起了一支机

械化农事服务队伍，常年农业机械化作业服

务面积 5 万余亩。听取公司农业机械化推进

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汇报后，邓正权实

地察看了农机具和烘干设备，指出农业机械

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趋势，解决了农村劳

动力匮乏和土地撂荒问题，特别是丘陵地区

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型农机具，土地整理要标

准化，确保农机具方便作业。相关部门要加

大购置农机的补贴力度，确保应补尽补，充分

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把这一惠民工程做实。

要通过建立实训基地，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实现增产增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在船山区齐全农牧桂花镇基地，邓正权详

细了解了生猪产业发展和种养循环工作情

况，督导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基地内的大数

据智能化全生态立体式种猪繁育场正在加紧

建设，8 层楼高的立体养猪场可存栏 8000 头母

猪，年出栏 20 万头仔猪，实现全封闭式饲养，

做到无抗养殖和零排放、无污染。邓正权对

齐全公司新型养殖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给予

高度评价，强调要严防死守做好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继续依靠科技创新，抢抓机遇，把企

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民增收致富，同时感

谢企业为遂宁猪肉市场保供作出的贡献。

邓正权还深入射洪县瞿河乡柑橘生产基

地、现代农业园区双创中心、白羽肉鸡现代农

业园区，洋溪镇绿色蔬菜现代农业园合众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及双盈蔬菜专业合作社，调

研农业龙头企业和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听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到农户家实地

察看“厕所革命”和生活污水处理情况。他强

调，地方党委政府要为入园企业营造一流环

境，提供优质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当前

处于主汛期，相关企业要制定防汛减灾预案，

加强应急演练，减少企业损失。要完善农产

品流通体系建设和农村电商建设，把更多更

好的优质农产品推广销售到全国及海外。

副市长雷云，市政府秘书长付勇随同调研。

邓正权调研督导农业农村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时强调

做强园区做实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8 月 9 日，遂宁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工联会组织开展“情系职工 夏日送清凉”活动。慰

问组深入建筑工地、企业，为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将党委、政府

的关怀送到一线职工身边。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记者从

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我市争取到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 2019 年中央预算内资金共计

4077 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将有效改善项

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提

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计划今年开工，

2020 年建成。其中安居区获得中央资金

2091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2 万亩，涉及中

兴镇海山寺村、水竹林村、新寨子村、堆子

村、水洞湾村、高楼房村，聚贤镇和平村、吉

林村、清平寨村等 9 个行政村；蓬溪县获得

中央资金 1986 万元，建设高标准农田 1.9 万

亩，涉及文井镇花池塘村、映井场村、高峰

山村、白象山村、定香寺村、梅垭村、百恒

村、范家沟村、顺天村等 9 个行政村。

我市争取到高标准农田
中央预算内资金 4077万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日前，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我市争取到中、

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经费 6285 万元。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专项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下达 2019 年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转移

支付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厕

所建设的通知》，中省分别下达给我市大英

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 2019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 2000 万元、2019 年省级财政乡村振

兴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农村厕所建设资金共 4285 万元（其中船山

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县建设专项资金

2000 万元，210 个整村推进“厕所革命”示范

村每个 8.5 万元、共 1785 万元，省级财政专

项向我市重点倾斜支持 500 万元）。目前，

各地正按要求全面启动项目建设各项工

作。

我市争取到中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专项经费 628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