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02 责编 李四海 编辑 蒋毅 组版 杨洋 船山专刊

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加强““““““““““““““““““““““““““““““““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两重””””””””””””””””””””””””””””””””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落实落地 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三区””””””””””””””””””””””””””””””””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市人大赴船山开展
《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立法调研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蒋毅）5 月 16 日，市人大调研组一

行深入船山就《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立法相关实施细节进

行调研。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洪琼参加会议。

调研座谈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就《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

的制定和实施意义及作用进行充分讨论，并针对立法的细节

提出建议。部分人大代表表示，出台此项条例有助于对观音

湖景区的保护和管理，提升城市形象。代表们纷纷建议，在

《条例》中增加管理内容，在保护景区的同时，做好相关管理，

使保护工作与景区开发有依有据。

座谈中，大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针对一些薄弱环节，纷纷

各抒己见，提出意见建议，讨论氛围浓厚。

调研组表示，将梳理大家的意见建议，综合其他区县的意

见建议，进行汇总上报。通知希望干部群众将好的意见建议

尽快以书面文本形式进行上报。

工会三届五次常任制代表会议召开

本报讯（庞先清 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4 日，船山区工

会第三届第五次常任制代表会议召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区总工会主席袁旭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区总工会 2018 年工作报告，对 2019 年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了解，过去的一年，区总工会创新推进工会改革，充分发

挥组织职工、引导职工、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的重要作用，带

领全区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投身船山经济建设主战场，为推动

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工会力量。2019 年，区总工会将进

一步在服务大局、服务职工中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和落

脚点，围绕区委“1153”发展战略，坚持“开门”建工会、“出门”

亮工会、“登门”办工会、“进门”强工会，着力建设引领型、有为

型、服务型、活力型、廉洁型工会，切实履行“忠诚党的事业，竭

诚服务职工”的使命和担当，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

济强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袁旭指出，2019 年工会工作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正

确政治方向，切实肩负起工会组织教育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

走的政治责任；要围绕船山产业升级“五大重点”和全面小康

“四大任务”，发挥劳模、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大力营造

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要充分发挥工会

工作网格化管理优势，落实好维护职工权益的基本职责，积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创新帮扶方式方法，增强帮扶针对性，精准

化经常化做好民生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工会的温暖送到

广大职工心坎上；从严管党治党，加强工会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不断增强和保持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我区加快推进污染防治重点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3 日，区委常委、副区长

孙炜组织召开 2019 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推进会。

会议传达了全市关于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专题会

会议精神，通报了一季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总体情况及春季

秸秆禁烧巡查情况，并就近期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

部署。

就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会议要求，相关部门、乡

镇要加强领导，层层传导压力，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厌战情

绪；要疏堵结合，加强源头控制，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要广泛宣传，引导群众全力支持秸秆禁烧工作，养成禁烧习

惯；要专项督查，严格考核问责。

加强市区饮用水源地专项整治工作，已被纳入今年“群众

最不满意的十件事”整治范围。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完善饮用水源地防护隔离措施，减少人为活动对水源地的

影响；要强化水域保洁工作，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建立联

防监管机制，加强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加快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建设进度等工作，切实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实效。

就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强

调，船山区作为 8 个先行示范区之一，船山生态环境局要积极发

挥牵头作用，精心组织各部门开展工作，并积极探索土壤污染

防控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尽职尽责、履职到位，切实做好土壤污

染综合防治工作，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完成示范区建设工作。

全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5 月 18 日，船山区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暨承包地“三权分置”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

郑良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 5 月 9 日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改革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场会会议精神；组

织学习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 11 部门《关于印发〈开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通

报我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下一步发展计划；桂花镇、老

池乡、唐家乡汇报了产权制度改革及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会议强调，推动改革工作要明确工作责任，各乡镇是改革

工作的实施主体，负责具体实施。各部门要加强配合，按照各

自职责分工做好指导服务工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保

障，细化举措，积极探索“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决战决胜全面小康提供有力支撑。要制订村

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各项扶持政策、多种路径发展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5 月 16
日，记者从遂宁市 2019 年度“群众最不满

意 10 件事”船山区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

为做好遂宁市 2019 年度“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整治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营造整洁、优

美、文明的生活环境，根据《中共遂宁市

委办公室 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扎实推进 2019 年度整治“群众最不满意

的 10 件事”活动的通知》（遂办 [2019]17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船山区制

定出台了《遂宁市 2019 年度“群众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会上，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解读了《方案》的具体内容，明确了组织

领导、整治内容、责任分工、整治步骤及

工作要求，安排部署了遂宁市 2019 年度

“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船山区整治工

作。会议指出，整治全市“群众最不满意

的 10 件事”，既是一项政治任务，又是一

项民生工程，也是提高群众对党委政府

工作满意度的有力抓手。各责任单位要

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明确目标责任，认

真履行职责，做到人员到位、保障到位、

责任和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确保整治活

动有力有效推进，以实际行动和成效不

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记者从《方案》了解到，为切实加强

我区整治工作组织领导，船山区成立了

遂宁市 2019 年度“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

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整治

工作的组织指挥、统筹协调、督促考核

及处理其他相关事项。同时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

具体组织实施 2019 年度“群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涉及城市管理相关问题的整治

工作。

《方案》明确了遂宁市 2019 年度“群

众最不满意 10 件事”船山区需要整治的

具体内容和责任分工。其中，包括整治

非机车乱停乱放违法占道问题，整治部

分老旧小区小广告乱张乱贴问题，整治

市城区居民饲养畜禽、宠物、大型或烈性

犬只等行为扰民问题，整治生活垃圾清

运不及时问题、整治渠河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存在游泳、洗衣、垂钓等污染

饮用水水体问题五大方面。

目前，整个整治活动已于 5 月份正式

开始，分为广泛宣传、营造氛围，调查摸

底、形成台账，强力整治、对标销号，建章

立制、长效管理 4 个步骤。同时，船山区

委绩效办还将加强对负责单位整治工作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和逗硬考核，确保

整治实效。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夏先侗，副区

长廖锦标等参加会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着力推动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组织振兴，产业振兴摆在“五个振

兴”的第一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为

什么要把产业振兴放在乡村振兴的重

点位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振兴’的重要论

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了进一步阐

释和深化，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习近

平新时代“三农”思想。”船山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聂华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有着深刻的理解。

近年来，船山区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把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作为

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始终坚持都市农

业发展方向，按照“村村入园、户户入

社、人人增收”的思路，以“永河园”为示

范，依托全市农业一体化大环线，规划

建设永河、龙老复、唐桂三个现代农业

核心园区，辐射带动 10 个乡镇特色小园

区建设，形成“3+10+N”农业全域园区化

发展格局。

如何进一步推进产业振兴，聂华告

诉记者，区农业农村局将以创建国、省

现代农业园区为目标，对标补短，高位

规划，打造要素集约先导区；打捆整合

涉农资金，撬动工商资本、社会资金积

极投入农业园区建设；量质并举，建设

新型经营主体集群新高地。

生产力是基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 确 提 出 ，乡 村 振 兴 ，产 业 兴 旺 是 重

点。对此，船山区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明确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以“生猪+柑橘”、中药材、蔬菜、经果林

作为产业发展主攻方向，引进高金、美

宁、可士可等社会工商资本，以“猪-沼-
果”绿色循环生态农业为示范，着力生

产高质量地域特色农产品。

“作为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产业

兴旺发展既是支撑乡村振兴的源头，更

是引领乡村振兴的潮头。”聂华介绍说，

船山区将以项目为抓手，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采取校企、院企合作方式，与

中农大、西南大学、中国柑研所等院校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构建农科教、产学

研合作联盟，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建

立健全基地农产品生产管理制度、生产

记录档案和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

鼓励积极开展“三品一标”品牌认证。

同时着力培育壮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不断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截至目前，全

区已拥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3 家、省级龙

头企业 13 家、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 269
个、家庭农场 98 家、种养大户 1082 户。

为扎实做好产业振兴工作，聂华表

示，今年，船山区还将探索推进“倒包返

租”“企业+集体经合社入股+大户”“企

业 +农户”“企业 +职业”等利益联结形

式，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着力构建“政府

扶持、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现代农业

发展新格局，全面实现产业振兴。

（全媒体记者 梁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今年以

来，船山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

护”，紧扣大力实施“1153 发展战略”、奋

力推进“一升三建”等决策部署，及时总

结、固化改革经验成果，力争 1—3 项改

革事项走在全省前列，为推动富民强区

再上新台阶不懈奋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区委办以激发爱国之情、强化爱国之

志、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为目标，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和参与了‘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教育强国梦’主题演讲比赛、纪念五

四 100 周年主题活动、中国龙舟公开赛等

庆祝活动。”区委办副主任罗松告诉记

者，下一步，区委办还将举办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座谈

会、文化体育、烈士公祭、老战士老党员

老模范走访慰问等系列活动，激励和动

员全区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推动富民强区再上新台阶不懈奋斗。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区委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正式更名为区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标志着我区全面深化改革工

作进入了新阶段、开启了新局面。对

此，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对标党

的十八大以来部署的改革举措和党的

十九大部署的改革任务，结合区情实

际，确立“最多跑一次”、农业农村、国资

国企、财政预算体制、金融体制、收入分

配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 7 项重点

改革事项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全区各

项改革推进顺利。696 个服务事项实现

“最多跑一次”、行政审批事项网上可办

率达到 81%，天泰实业等国有企业已完

善公司法人体制和发展结构，砂石资源

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进展。

“我们将采取‘清单制+责任制’的方

式，突出三个关键环节，狠抓重点改革事

项落地见效。”据介绍说，区委办一是狠

抓方案制定和任务分解。每项改革制定

推进方案，按月明确工作措施、按季度验

收工作成效。二是狠抓动态督察和考核

验收。按照确立的“时间表”“任务图”，

每季度对重点改革开展督察推进，并将

改革成效纳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三

是狠抓经验总结和推广运用。通过及时

总结，固化改革成果和经验，力争 1-3 项

具有船山特色的改革事项走在省市前

列，为推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破解

体制机制瓶颈、增添动力和活力。

就深化全员创新，加快推进服务创

新、管理创新，罗松说，为在全区上下大

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区委办积极开展

了全员创新奖评选活动，表扬和激励服

务发展、创新发展的先进典型。目前，上

年度评选工作已全面拉开，已有工作机

制创新、服务管理创新、学术科技创新、

创业创新等 29 个项目通过初审。下一

步，区委办还将按程序邀请专家、面向公

众开展复审评选活动，并对获奖案例进

行展览和宣传，以此在全区上下营造出

人人思创新、事事讲创新的浓厚氛围。

区委办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工作

突出三个关键 加快推进7项重点改革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梁惠）近年

来，船山生态环境局以环保大督察、大整

改为契机，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狠抓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显

著改善。

记者从船山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

年来，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18 项整

改任务已完成 15 项，交办的 26 件信访

件全部整改完毕；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的 27 件信访件，已办结 24 件；

省级环保督察反馈的 28 个问题和省级

“回头看”发现的 3 个问题全部整改完

毕；米家河基本消除黑臭，禁养区养殖

场得以全部关闭，“散乱污”企业整治

取得阶段性成效，乡镇污水处理厂全覆

盖；砂石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组建完成

8 家联合体，砂石企业场地拆迁全面完

成；涪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保升乡土壤修

复等一批重大生态环境治理项目顺利

推进。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领导、全民动

员、严格考核，举全力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八大

战役’。”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局长曹

阳告诉记者，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

包括：一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以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严格落实《遂

宁 市 蓝 天 保 卫 行 动 方 案（2018—2020
年）》，加强工业污染治理，全面执行大

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加强城市精细

化管理，强力推进城市扬尘整治；加强

移动源污染治理，深入开展柴油货车超

标排放专项治理；加强重污染天气应

对，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体系，提高空

气质量预报预警能力。二是打赢碧水

保卫战。大力开展严重污染水体治理，

制定联盟河、米家河不达标水体限期达

标规划；全面推动生活污染、工业污染、

农村面源污染、河道内源污染综合治

理，深入开展水生态系统专项整治。三

是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坚持“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导向，加强生态

环境风险防控，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

加强沿江突出问题整治，实施生态修

复、资源保护、污染治理协同推进。四

是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推

进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米家河、

联盟河 2020 年达到四类水质。五是打

好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攻坚战。巩

固乡镇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成果，严防问

题反弹。加强水源地风险防控，提升水

源地水质监测监控，完成水源地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工作。到 2020 年，

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

建设完成率达到 90%，完成渠河水源地

取水口北移工程建设，建成取水口、供

水站、供水管网，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

严格规范化管理。六是打好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攻坚战。加强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继续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全覆盖。2019 年底前，在全区已

建 成 的 乡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升 级 改 造 5
座。市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城区达到

95%，建制镇达到 50%。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城区达到 95%以上，建制镇达

到 70% 。七是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攻坚战。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为主攻

方向，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生活污水治理五年行动，实现全区

行政村环境整治全覆盖。到 2020 年，

90%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实现村庄环境整洁有序。深入推进农

药零增长行动，到 2020 年农药使用量实

现零增长，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92%，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2% 。八是打好

“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战。采取关停

取缔一批、整合搬迁一批、整改提升一

批等措施，分类实施，全面整治“散乱

污”企业。到 2019 年基本完成“散乱污”

企业整治。

我区出台《遂宁市 2019年度“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四步骤确保整治出实效

船山区狠抓农业园区建设
着力构建“政府扶持、企业带动、农户参与”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

船山区举全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扎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

（上接 01版）近年来，船山区深入落实省委关于对口帮扶藏

区彝区贫困县的安排部署，倾全区之情、举全区之力抓帮扶，扎实

做好对口帮扶理县工作，成功助推理县通过脱贫县摘帽省级验

收，并荣获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省级旅游扶贫示范县（区）等称

号。

“遂理一家亲·共绘同心圆”活动周今日正式启动

船山区永河现代农业园区兴欣葡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