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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洪：高质量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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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认识统一思想
坚决完成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任务

为 进 一 步 推 进 科 学 立 法 、民 主 立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立法条例》有关规定，现面向全市公开

征集 2020 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具体

公告如下：

一、全市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均

可以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二、立法建议项目应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规定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环

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地方立法权限

范围内。应符合我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体现地方特色。

三、立法建议项目应当写明立法项

目的名称，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或拟规范的主要内

容，有条件的可附文本草稿或相关资料。

四、征集截止日期：2019 年 10 月 20
日

五、立法建议项目以信件、电子邮件

等方式提出，并注明建议人姓名（名称）

以及联系方式。如果以信件方式提出，

应在信封上注明“立法建议项目”。

邮寄地址：遂宁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遂宁市河东新区环岛商务中心 2410
室），邮编：629000

电子邮箱：565348264@qq.com
联系方式：0825—2988981
特此公告。

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 8月 29日

关于公开征集2020年地方立法建议项目的公告

我市举行公益法律服务顾
问签约仪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侯跃）8 月 30 日，我市

公益法律服务顾问签约仪式暨服务保障农民工签约仪

式举行，并为聘任的公职律师代表颁发证书。市委常

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建立法律顾

问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信心决心，

全力推动法律顾问制度在我市落地生根，确保权力在法

治轨道上运行。要强化目标导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

势，为被服务单位依法决策当好参谋，发挥好智慧外脑

作用，把好法律源头关，加筑一道法律“安全围栏”和风

险“防火墙”。要服务中心大局，做实做细农民工维权法

治保障工作，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工劳动纠纷要开辟

“绿色通道”，真正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指派；顾问律师在

处理农民工劳动争议时，要尽可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联

系，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通过指派援助律师、公职律师

等方式，及时快捷地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帮助，真正做到

为农民工维权“零距离”服务。

袁冰带队考察华蓥市医保智能化监管工作

加强信息化建设
防范化解基金风险

本报讯（杨薇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8 月 29 日，副

市长袁冰带队，赴广安华蓥市考察调研医保信息化智能

化监管工作。

在华蓥市第一人民医院，袁冰一行实地查看了医保

智能监控系统使用情况，详细了解华蓥市医疗保障系统

“指静脉＋人脸识别认证”“临床扫码执行医嘱”“医疗行

为自动预警”“违规费用自动统计”“远程调阅病例”“远

程指令查房”等功能。

袁冰认为，华蓥市在加强医保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强化医保基金监管方面值得遂宁学习。通过医保信息

化智能化系统对住院病人进行管理，对加强医保基金监

管具有积极意义。袁冰要求，要学习华蓥市医保信息化

智能监管的先进经验，补齐我市医保信息化短板，加强

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控，坚持标本兼治，坚持“人防”

“技防”结合，严防和严打欺诈骗保行为，进一步防范化

解医保基金风险。

遂宁与铁塔能源四川省分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共同发展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8 月 31 日，四川铁塔与

遂宁市能源业务合作伙伴大会在成都会展洲际酒店召

开。会上，双方就发展遂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产业，打造电力保障、能源服务专业化项目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副市长陈伐参加会议。

根据协议，铁塔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将分别

在安居区及射洪县锂电产业园设立中国铁塔西南回收

中心（遂宁）动力电池回收加工中心和中国铁塔西南回

收中心（遂宁）电池回收处置中心及相应创新机构，推进

成立动力电池联合创新实验室，构建立足遂宁、覆盖四

川、辐射西南的新能源循环经济产业链。协议提出，将

依托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推动力扬工业、新锂想材

料、绿然电源等动力电池相关企业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和

产业链协同发展，打造一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标杆企业；依托“中国铁塔西南回收中心（遂宁）电池

回收应用中心”和“中国铁塔西南回收中心（遂宁）电池

回收处置中心”试点，推动建设包括智能充换电、储备一

体、热电联供等方面的新能源示范项目。

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
话会议召开

稳定恢复生猪生产
确保供应价格稳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8 月 30 日，全国稳定生

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强调要迅

速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恢复生猪生产，确保猪肉供应和

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副市长雷云参加遂宁分会场会议。

会议指出，各地要严格按照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要求，坚决完成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要立

即清理超出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各类生猪禁养限养规

定，从财政金融用地等方面加大对养殖场户政策支持力

度，有效调动养殖积极性。要大力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养殖、流通、防疫体系，积极发展

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支持绿色养殖发展，着力转变

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加强基层防疫队伍建设，全方位提

升疫病防控能力。

会议强调，各地要千方百计保障猪肉市场供应，强

化市场监测预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和串通涨价等不法

行为，积极发展禽肉等替代品生产，加大冻猪肉储备规

模。要继续不折不扣落实好非洲猪瘟防控措施，严格执

行疫情报告制度，依法严惩贩运屠宰病死猪等违法违规

行为，强化疫情防控重要关口、重点环节监管。

遂潼区域合作又有新进展

两地三院成立跨区域专科联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曦）8 月 28 日下午，遂宁市

中心医院与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潼南区中医院签订

区域协作合作协议，并成立 10 个跨区域专科联盟。

2017 年 8 月，我市和潼南区正式签订《关于推进区

域战略合作的协议》，医疗卫生合作是遂宁潼南战略合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来，两地三家医院往来不断，

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业务合作等持续开展，在部分专科

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活动现场，两地三院签订区域协作合作协议，并成

立遂宁市眼科专科联盟、遂宁市消化内科专科联盟、遂

宁市重症医学科专科联盟、遂宁市心内科专科联盟等 10
个专科联盟，潼南区人民医院和潼南区中医院相应专科

将纳入遂宁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卒中中心、急救中心

协作管理，形成一体化发展模式。

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统

一安排部署，日前，射洪县正式启动新一

轮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本轮调

整改革工作，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结构、

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服务能

力为重点，依法调整改革射洪县部分乡镇

行政区划。

为什么要进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

革？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总体思路

是什么？如何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

革？日前，射洪县委办公室主任何凯接受

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什么进行乡镇行
政区划调整改革

我 市 乡 镇“ 数 量 多 、人 口 少 、面 积

小”，平均每个县级政区辖 26 个乡镇，高

于全国 14 个的平均水平；乡镇平均 2.71
万人，低于全国 3.48 万人的平均水平；乡

镇平均面积 41 平方公里，低于全省 106 平

方公里、全国 240 平方公里的平均水平。

射 洪 县 30 个 乡 镇 2 个 街 道 ，平 均 面 积

46.75 平方公里，30 个乡镇平均人口 2.12
万人；各乡镇间面积、人口、地理条件、资

源禀赋、基础设施、经济实力、治理能力

等差异较大，边远乡镇、弱小乡镇发展动

力不足。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
改革的总体思路

一是充分考虑融合城镇发展规划。

深入对接“一城两区三组团”城镇发展布

局和“中提升、南统筹、东新区”区域协调

发展格局，确立“一核心多节点”（即城区

核心和发达乡镇节点）长远规划发展思

路，着力做大做强沱牌、瞿河等一批重点

镇、中心镇，加快形成县域内“干支”和区

域协调发展核极，强化县域综合承载力和

辐射带动力。

二 是 充 分 考 虑 发 展 壮 大 城 市 副 中

心。综合考虑撤县设市、省级经济开发区

发展等优势，进一步夯实县经济开发区发

展基础条件，做大河东县城规划集镇，将

包含县经济开发区在内的原大榆镇、玉太

乡、金鹤乡合并为新的大榆镇，新镇面积

增加到 116.27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7.8 万，

为下一步推进建设“中国锂都”、国际科

技技术产业园，大力释放省级经济开发区

活力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充分考虑做大重要交通节点。

重点围绕两江（涪江、梓江）、三线（G247、
S101、射盐路）重要交通线路，因地制宜合

并同类同层级乡镇，将梓江两岸的双溪

乡、东岳乡撤销，设立新的东岳镇，以梓

江桥、梓江水、梓江资源文化等为联结，

整合原本被重要交通线路分割的乡镇，把

三线上中心节点镇做大做强，增强“节点

镇”的辐射力和带动力。

四是充分考虑拓展经济重镇发展空

间。充分考虑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等

因素，采取做大靠强、就近合并、撤乡并

镇等方式，重点打造经济发展强镇，将人

口少、面积小的青堤乡整体划归邻近的经

济重镇沱牌镇管辖，既有利于改善原青堤

乡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又有利于提升沱

牌镇整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发展省级重

镇，为争创全国名镇打下基础。

五是充分考虑发展壮大文旅产业。

尊重历史、传承文化、突出特色，着力打

造文化旅游名镇。保留金华、明星等乡镇

区划不变，有利于金华镇诗廉文化、道教

文化以及明星镇科普探秘文化等文旅产

业的整体打造和长远发展，为实施文旅强

县提供区域保障。

六是充分考虑统筹布局农业产业发

展。按照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部

署，紧盯现代农业这个关键，将“三农”工作

基础条件较好的万林乡、瞿河乡合并为新的

瞿河镇，以充分发挥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

区龙头作用，加快融入全市现代农业“大环

线”，打造全县“三农”工作标杆示范带。

七是充分考虑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现

状。充分考虑山系、水系等自然地理条件

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人为强行割裂

或合并行政区划，保留自然地理条件相对

独立的文升乡，明确以“三大水库”为核

心的生态旅游为其主导产业发展方向，达

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八是充分考虑适应边陲发展需要。

统筹考虑县域边界乡镇发展需要，保留涪

西镇、曹碑镇等与外县区接壤的乡镇，支

持其大力建设县域开放合作门户，进一步

加强与外县区邻近乡镇的互联互通，建设

辐射周边的商贸交通重要节点，进一步巩

固基层治理。

本次乡镇行政区划调
整改革时间安排和目标任务

全省本次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将

乡镇分为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山区和地

广人稀高原地区四种类别，其中丘陵地区

乡镇要求平均人口 3 万人以上、平均面积

60 平方公里以上。射洪县为丘陵地区，

调整后共设 21 个乡镇 2 个街道。调整改

革工作自 2019 年 7 月启动，2019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 （全媒体记者 陈攀）

8 月 28 日，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遂宁市市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实施办法》共六章三十六条，从适

用范围、征收主体、补偿办法等方面进行

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市城区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

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涉及公共利益
六种情况可以征收

按照《实施办法》，以下六种情况下

需要进行房屋征收。

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

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

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

业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的需要；由政府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

施的对危房集中、功能不全、基础设施落

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这六种情况，都涉及公共利益，确

需征收房屋的，由房屋征收主体作出房

屋征收决定。”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房屋征收与补偿将遵

循方案科学、决策民主、程序合法、公平

补偿、结果公开原则进行。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适用范围。船

山区介福路街道、育才路街道、镇江寺街

道、凯旋路街道、南津路街道、高升街街

道 6 个街道办所辖范围，以及遂宁经开

区、市河东新区、遂宁高新区直管区的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都适用本

办法。

明确补偿范围
严格兑现奖惩政策

市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范

围包括哪些，如何进行补偿？《实施办法》

也有明确规定。

根据《实施办法》，针对被征收房屋

价值的补偿，被征收人可选择一次性货币

补偿，也可选择产权调换。选择一次性货

币补偿安置的，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搬迁，可

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住宅房上浮不

高于 30%的比例给予补贴，非住宅房上浮

不高于 15%的比例给予补贴。选择产权调

换的，住宅安置房源的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被征收房屋的原有建筑面积，调换住宅房

屋补偿建筑面积内被征收人不再支付费

用。针对被征收商业房的补偿，原则上在

同类口岸对应安置，并按评估价结算价差。

《实施办法》还规定了搬迁费和装饰

装修费、设备损失费等具体补偿办法。

对正常过渡期限内的临时安置及停产停

业损失补偿、超期过渡临时安置及停产

停业损失补偿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奖惩。对提前

搬迁和在规定期限完成搬迁的，将给予

一定奖励。房屋征收主体作出征收补偿

决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

定规定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

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我市出台市城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

六种情况下需要进行房屋征收

（紧接01版）对任职期间县（区）连续两年

获评省县域经济强县（区）、先进县（区）或

进 步 县（区）的 ，优 先 作 为 评 选“ 优 秀 县

（区）委书记”、提拔任用的推荐人选。

要务必确保协调指导到位。要加强

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不断完善政策体

系，加强政策实施评估，督促政策落实到

位；要把县域经济发展和考核纳入重要议

事内容，及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强化对口指导

和服务；要发挥县（区）、园区主体作用，推

动上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力争在全省综

合排位中不断提升位次。

“郡县强，天下兴。”县域经济发展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广大群众切身

利益。全市上下要按照中央、省委有关县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要求，认真学习

贯彻全市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埋头苦

干、奋发有为，全力保障和助推全市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

色经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着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以下六种情况
需要进行房屋征收

●国防和外交的需要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

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
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
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由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
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功能不全、基
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
建的需要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
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9 月 1 日，全市中小学生到校报名，开始了新学期新生活。图为射洪县太和一小的同学们领新课本。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