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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积极推进野两新冶组织
野两个覆盖冶攻坚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渊文帅 记者
刘蓉冤 8 月 9 日下午袁 德阳市召开 野两
新冶 组织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调度会遥 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省尧 市基层党建工作会
议精神袁 对 野两新冶 组织 野两个覆盖冶
攻坚行动进行再动员尧 再部署尧 再推
进袁 提出了加强 野两个覆盖冶 的五项具
体措施遥
提高政治站位抓覆盖遥 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野两新冶 党建的
重要思想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袁 提
高政治站位袁 突出政治引领袁 增强政治
定力袁 打好 野两个覆盖冶 攻坚战袁 进一
步提升 野两新冶 党建整体水平遥
建强机构队伍抓覆盖遥 把健全 野两
新冶 机构尧 队伍力量纳入全年目标考核
和年底述职评议考核袁 加强工作汇报沟
通袁 下功夫解决部分地方 野两新冶 组织
党建机构力量不到位的问题袁 建强工作
机构和力量袁 实现专人专职遥
建立精准台账抓覆盖遥 市尧 县尧 乡
多级联动袁 以绣花的功夫袁 开展一次横
向到边尧 纵向到底的 野五个清冶 摸底大
排查袁 组织精干力量专门队伍逐户上门
摸底统计袁 全面摸清情况袁 分类建立
野五个清冶 工作台账袁 制定工作方案袁
明确工作责任尧 细化工作措施袁 实行挂
图作战尧 销号管理遥
聚焦重点领域抓覆盖遥 认 真落 实
省尧 市产业园区推进会精神袁 以国家尧
省级产业园区为龙头袁 以小微企业尧 个
体工商户集聚的商务楼宇尧 商业街区尧
专 业市 场 为 重 点 袁 按 照 野一 企 一 策 冶
野一社一策冶 要求袁 理顺管理体制袁 通
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尧 组建群团组织
等方式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袁 持续加强
园区等重点领域 野两个覆盖冶 力度遥 加
快推进民办学校尧 民办医院的党建工作
全覆盖袁 确保不留空白尧 不留死角遥 通
过集中组建一批尧 示范带动一批袁 推动
覆盖率和覆盖质量稳步提升遥
注重规范化运行抓覆盖遥 以标 准
化引领规范化建设袁 强化业务培训与
工作指导袁 着力规范化组建尧 规范化
管理尧 规范化运行袁 持续做好巩固规
范提升工作袁 确保工作全覆盖袁 组织
覆盖精准有效遥

四姑娘山景区接待游客
突破 30 万人次
四川经济日报讯渊四管局 记者 庄
媛冤记者从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获悉袁进
入旅游旺季以来袁 四姑娘山景区旅游人
次不断攀升遥 截至 8 月 9 日袁累计接待游
客 304042 人次袁同比增长 354.40%遥
当前袁四姑娘山景区未受野8窑8冶九寨
沟地震影响袁无地质灾害发生袁通往景区
的各条主要道路安全通畅遥

苍溪陵江镇龙潭社区
提升服务水平力促和谐稳定

在五组白鹤山开展森林防火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 今年以来袁在镇党
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袁 苍溪县陵江镇龙
潭社区党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袁以野两
学一做冶教育活动为动力袁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袁 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
的思想袁力促社区和谐稳定尧健康发展遥
积极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遥 该社
区根据党员志愿者的特长和意愿袁 确定
服务对象袁细化服务项目袁找准党员的服
务能力与小区居民需求之间的最佳切入
点袁形成一些特色鲜明的服务项目遥
狠抓社区安全维稳遥 重视食品安全袁
每月巡查袁并配合陵江镇安全办袁联合开
展食品安全检查及整治行动遥 重视社区
安全生产袁按时巡查并建立相关台账袁配
合陵江镇安全办开展了生产经营单位大
摸排尧大检查尧大整治行动遥
开展城镇低保服务工作遥 通过各种
渠道宣传国家的城市居民低保政策袁建
有固定的低保政策宣传栏袁 及时掌握低
保对象的信息袁 坚持全程实行民主评议
和野三榜公示冶制袁做到公平尧公正尧公开遥
强化就业服务遥 把帮助失业人员实
现再就业作为重要工作袁 多方了解就业
信息袁准确把握就业形势袁努力挖掘就业
渠道袁 为弱势群体提供力所能及的就业
帮助遥
做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工作遥 社区
两委认真贯彻十八大以民为本的思想袁
大力宣传尧落实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袁
两委干部及居民组长不畏酷暑袁 采取上
门为群众宣传医保政策袁 入户到高龄和
行动不便对象家中办理医疗保险袁 将医
保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遥 (何龙 文/图)

内江市领导第一时间就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进行督导

坚持问题导向 逗硬环保整治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渊记者 毛春
燕 李弘冤8 月 9 日袁中央第五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二批信访件袁其中
内江市有 3 件遥 当天袁内江市领导就信
访举报件办理情况进行督导遥
当天下午袁内江市委常委尧政法委书记
康俊一行先后来到四川德元药业有限公司
和白马电厂袁通过参观企业园区尧听取汇报
等方式袁 详细了解了两家企业生产以及企
业污染物排放等情况遥 内江市副市长曾云
忠率领市环保局尧市水务局尧资中县政府相

关负责人袁 先后来到资中县城区二桥建筑
垃圾倾倒整改现场尧 濛溪河饮用水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现场以及资中县太平镇莲花桥
村生活污水垃圾直排河道现场袁 督导中央
环保督察组转交信访件办理情况和资中县
饮用水水源保护地规范化建设工作遥
8 月 9 日袁 内江市委书记马波在东
兴区尧内江经开区专题调研检查督导环
保突出问题整改和防汛减灾工作时强
调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和省
委尧省政府决策部署袁全力以赴抓好环

保突出问题整改遥
马波先后前往东兴区同福镇松林水
库尧四川弘济生态养殖场和内江经开区污
水处理厂袁仔细检查环保突出问题整改和
防汛减灾工作落实情况遥 他强调袁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统一思
想认识袁坚决贯彻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袁按
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省委尧 省政府的要
求袁抓住环保督察推动全市绿色发展的重
大机遇袁切实增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袁 以坚强的党性原则尧
真挚的为民情怀尧严实的工作作风袁进一
步找准生态环境问题袁 下大气力补齐短
板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全市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遥要实事求
是尧真心实意尧积极主动接受中央环保督
察袁做到汇报工作要实尧查找问题要实尧分
析原因要实尧受理群众意见要实尧整改问
题要实遥要坚持问题导向袁动真碰硬尧雷厉
风行整治各类环保突出问题袁确保全部及
时整改到位遥 要加大环保执法监管力度袁

特别要对重点地区尧重点企业袁通过明察
暗访尧突击检查等方式加强环境监察执法
巡查袁 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遥
要强化责任担当袁坚持野清单制+责任制冶袁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尧一岗双责袁动真格严
肃追责问责遥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
教育袁抓好舆论引导袁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全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尧加强环境保护的
实际行动袁营造生态环境保护尧建设幸福
美丽内江人人有责尧人人参与尧人人共享
的良好风尚遥

大禹文化旅游节邀您体验康养汶川独特魅力

黑水为中药材种植户集中野充电冶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庄媛冤8 月
10 日袁汶川县绵虒镇大禹祭坛钟鼓齐鸣袁
经颂悠扬遥 一场庄严而隆重的大禹祭祀
活动拉开了 2017 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
的序幕遥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宣布 2017
汶川大禹文化旅游节暨康养民宿专场推
介会开幕遥
本届大禹文化旅游节以 野运动康
养窑生态颐养冶为主题袁包含祭祀活动尧
康养民宿专场推介会尧 汶川明星厨王
活动和财神文化展示尧 汶川民俗体验
活动四大板块袁 充分呈现了绵虒大禹
文化尧漩口康养美食尧水磨禅寿古镇尧
三江康养民宿等汶川文化旅游品牌项
目遥 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
众多游客参与袁 深入感受了康养汶川
的独特魅力遥
汶川县委副书记尧县长旺娜表示袁
近年来袁该县始终坚持野南林北果窑绿
色工业+全域旅游 渊康养冤冶 的发展之
路袁按照全域尧全时袁多元景区思路袁围
绕野三微冶建设袁积极引导打造康养民
宿旅游产品袁 目前已经形成了康养民

宿为龙头尧精品酒店为主袁农家乐尧乡
村酒店为辅的多元格局袁 旅游接待能
力持续增强袁被评为野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县冶袁水磨镇成功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特色小镇袁 汶川康养旅游
取得了蓬勃发展遥
同时袁汶川以野运动康养窑生态颐养冶
为核心的康养旅游正在形成袁 现已打
造出一批具有汶川康养特质的康养民
宿产品袁包括三江镇牧田山居尧越阳山
庄尧云顶山庄尧鹞子山养生堂袁水磨镇
绿水青山农庄尧彭家沟农庄袁映秀镇东
村民族主题客栈尧茶祥子袁漩口镇赵公
福地庄园尧群山益水庄园袁绵虒镇大禹农
庄袁威州镇希格枫晴袁克枯乡巴布纳庄园袁
龙溪乡达拉布庄园袁雁门乡云龙山袁卧龙
镇龙头源尧耿达民宿等遥
据悉袁8 月 11 日袁漩口镇还将组织
汶川明星厨王和财神文化展示活动遥
届时将由网络直播达人直播康养美食
厨艺大赛袁并宣传赵公福地尧群山益水
康养民宿旅游线路遥 三江镇则将举行
跳锅庄尧篝火晚会等民宿体验活动遥

间接受益+直接帮扶

苍溪工业行业扶贫见成效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武媛媛 杨雪叶
记者 庄媛 文/图冤 为推动该县中药材
产业科学尧稳定尧健康尧持续发展袁提高中
药材产业科技含量尧提升中药材附加值尧
增加农牧民收入袁8 月 9 日-10 日袁 黑水
县举办了道地中药材种植管理技术培训
课袁邀请四川省知识产权局尧四川农业大

学尧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尧生态农业所等
相关单位的专家袁 为当地中药材种植户
进行了田间授课遥 该县 17 个乡镇乡镇
长尧分管产业副乡镇长尧发展中药材产业
专合组织渊企业冤负责人尧农技员尧种植大
户共计 120 余人参加培训遥
据了解袁此次培训课程内容包含知

识产权与黑水生态沟域经济发展理念尧
种植业发展现状及规范生产技术等袁并
将以专题课堂与现场指导相结合袁在沙
石多乡高山羌活繁育基地尧芦花镇红毛
五加种植繁育基地等四个示范基地袁现
场详细讲解羌活尧秦艽尧红毛五加尧大黄
等中药材的管理与种植技术遥

环保看四川 >>

眉山东坡区关停野小散乱污冶企业 337 家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渊刘继忠 记
者 常坚冤近段时间以来袁眉山市东坡区
各乡镇尧街道对辖区内的野小散乱污冶企
业深入摸排袁列出问题清单袁环保等部
门联合执法尧重拳出击袁全面整治发生
在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遥 目前袁全区已
关停野小散乱污冶企业 337 家遥
据了解袁 已关停的 野小散乱污冶企

业袁 普遍无任何证照和污染防治设施袁
造成空气污染尧 水污染和噪声污染袁影
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袁危害群众身体
健康袁群众反映强烈遥 根据摸排情况和
群众投诉袁环保尧经信尧安监尧公安等部
门会同乡镇尧街道现场勘验取证袁依法
对野小散乱污冶企业实施查封尧断电尧拆
除生产设备等关停措施遥

据悉袁野小散乱污冶 企业生产简陋袁
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遥 为防止已取缔的
野小散乱污冶企业死灰复燃袁各乡镇尧街
道实行网格化管理袁成立督查组袁全程
跟踪袁发现一个袁重处一个袁并予以曝
光遥 目前袁全区整治野小散乱污冶企业专
项行动正向深度和广度全面推进袁确保
整治行动不留死角袁不留盲区遥

自贡涉水工业企业减排达标整治持续发力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渊张骕 记者
陈家明冤按照自贡市涉水工业企业减排
达标整治专项行动的安排和部署袁日
前袁自贡市专项行动检查组开展了检查
督导工作遥
8 月 4 日袁专项行动两个检查组督
导检查了贡井区尧 沿滩区的 23 户涉水
工业企业袁 其中 16 户生产企业正常运
营袁 7 户企业 因 环 保 部 门行 政 处 罚 尧

高温天气放假等原因处于停产状 态曰
从生产污水排放情况看袁 8 户企业因
采取循环用水等措施袁 无生产废水外
排袁 15 户企业有生产废水外排现象遥
检查发现袁 存在生产洗罐水管道及收
集暂存池破损袁 排污口无标识尧 周边
有油污渗漏袁 隔油池清掏不及时等 8
个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问 题袁
现场制发书面整改通知书 2 份袁 对自

贡市太阳井酿造有限公司尧 四川自贡
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限期整
改要求遥
连日来的专项行动袁基本完成了对
自流井区尧大安区尧沿滩区尧贡井区 75
户涉水工业企业的督导检查工作袁发现
问题 25 个袁其中制发整改通知书 6 份袁
移交执法部门依法处置问题 3 个袁治理
专项行动持续发力遥

广汉加强鸭子河湿地保护力度
打造靓丽生态名片
四 川 经济 日 报 讯 ( 向 君 娅 记者
钟正有) 记者从广汉市林园局了解
到袁 为进一步提高湿地生态质量袁 保
障生态安全袁 最大限度地发挥鸭子河
湿地的生态环境功能袁 今年以来袁 该
市以保护鸭子河湿地及秋冬季越冬栖
息候鸟为重点袁 加强鸭子河湿地保护
力度遥
坚持保护巡查尧 鸟类监测尧 宣传
教育遥 坚持每年 9 月至次年 4 月候鸟
迁徙季节聘请专门人员对保护区范围
进行巡查曰 开展湿地鸟类监测活动 袁
先后共记录以赤麻鸭尧 绿头鸭为代表
的雁鸭类为 主的 湿地 鸟类 100 余种 尧
四川省新记录 鸟种 10 种曰 每年 在鸭
子河相关社区尧 学校开展生态环境保

护讲座尧 观鸟活动等自然教育尧 环境
教育活动袁 发放各种宣传小折页上万
份遥
明确保护区范围袁 进行初始功能
分区遥 明确鸭子河上游的南兴镇白马
寺至成绵高速公路大桥段河道以内的
范围为保护区范围袁 长度 14.6 公里袁
河面平均宽约 300 米袁 由西北向东南
流经广汉市西高镇尧 南兴镇尧 新平
镇尧 西外镇尧 北外乡尧 雒城镇尧 和兴
镇尧 新 丰镇 袁 保护 区面 积 438 公顷袁
另设 置河 道以 外 2 公 里 范 围 5884 公
顷为湿地保护区外围保护带遥
自我排查袁梳理问题导向袁落实责
任遥 各相关单位根据各自管理范围与职
责袁梳理排查湿地保护区范围内存在的

问题遥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袁对自然保护
区周围环境进行彻底清理整治袁加快建
立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长效机制袁全面
做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整治工作遥
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协调袁 建立联
动机制袁 提升综合执法能力遥 制定鸭
子河湿地 自然保护区保护工作 方案袁
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袁 分管副市长为
副组长袁 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
的领导小 组遥 明确各单位职责 职能袁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袁 组织实
施保护工作方案遥 严格落实自然保护
区主体责任袁 确保自然保护区生态环
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改袁 把鸭子河湿地
建设成成德同城化中最美的湿地景观袁
最靓丽的生态名片遥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袁天气虽然
炎热袁 然而苍溪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
局 局长阳 军却 带领 一班人 工作 在一
线袁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遥
今年以来袁苍溪县工业行业扶贫采
取间接受益和直接帮扶相结合的模式袁
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解困遥 一方面袁坚
持做强做大全县工业经济袁增加财政收
入袁不断改善全县公共基础设施袁医疗尧
卫生尧教育等环境袁间接提升贫困户的
生活水平曰另一方面袁坚持以提升贫困
户的就业率和农副产品的销量为抓手袁
直接增加贫困户的经济收入遥
截至目前袁 四川食为天农业有限
公司尧 四川省参延生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尧 四川金瑞中药材有限公司以及
四川紫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积
极为三川镇柏溪村尧雍河乡桃园村尧龙
山镇团结村以及漓江镇老林村等贫困
村解决香菇尧山葵尧魔芋尧川明参尧白芨
等农副产品的销路问题袁 共计收购农
副产品 370 吨袁 贫困户人均增收 900
元遥 苍溪县森华木业有限公司尧歧坪红

驰农机尧歧坪金龙粮油尧苍溪县果王公
司等企业先后为 300 人次贫困户解决
就业问题袁使贫困户通过务工袁人均增
收 2500 元遥
为了抓好脱贫攻坚工作袁该县大力
推动信息化袁拓宽信息传播渠道遥 组织
电信尧移动尧联通和广电网络通信运营
商及铁塔通信基站建设单位袁召开了苍
溪县 2017 年信息化扶贫工作推进会遥
明确了各运营商和通信基站建设单位
的信息化扶贫目标任务遥 68 个目标脱贫
村村委会尧卫生室和学校已全部接通宽
带网络遥 移动网络覆盖农户袁已新建通
信基站 30 个袁 脱贫村的农户已基本覆
盖了 2G 和 3G 网络遥
同时袁强化电力服务保障袁提升精
准扶贫底气遥 2017 年农村电网改造工
程包含机井通电尧动力电延伸尧中心村
电网改造三个项目袁 总投资 7400 万
元遥 其中袁包括新建及改造 10 千伏线
路 216 公里袁新建及改造 0.4 千伏线路
346 公里袁 新装配电变压器 387 台尧容
量 26000 千伏安遥
(覃彦 何龙)

绵竹市财政局赴甘洛县对接帮扶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 为
贯彻落实绵竹市援彝援藏指挥部相关要
求袁 切实帮助甘洛县乌史大桥乡布依村
实现脱贫袁近日袁绵竹市财政局帮扶工作
组赴布依村开展对接帮扶调研工作遥
乌史大桥乡党委书记阿木布哈和
布依村支部书记木呷约布介绍了该乡
及 布依 村的 基本 情况及 脱贫 进展 情
况遥 乌史大桥乡是目前该县唯一不通
公路的乡袁 而布依村交通状况尤其突
出遥 该村位于大渡河峡谷地段袁距县城
69 公里袁平均海拔 1600 米袁山高地少袁
土地贫瘠袁耕地面积 1920 亩袁以种植
玉米尧水稻尧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为主遥
全村 196 户 892 人袁 贫困建卡户 113
户 562 人袁贫困发生率为 63%遥
工 作 组通 过 实 地 调 研 袁 针 对 布
依 村的 实际 情况 提出了 具体 的帮 扶
措施遥
能力提升遥 邀请布依村干部到绵

竹市参观交流袁 通过培训提高村干部
带领群众脱贫的能力袁 引导村干部学
习先进的管理经验遥 培训种养殖大户
和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种养殖技术袁
征集有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户袁 通过
职业培训袁增强外出务工的竞争力遥
产业帮扶遥 规划核桃尧花椒尧中药
材等本地优势农产品生产规模袁 提高
效益遥 同时袁从绵竹引进猕猴桃等特色
农产品进行试种袁 形成多种农产品互
补优势遥 协助贫困户在甘洛尧绵竹两地
及周边推广农产品袁 打造发展农业带
动脱贫的野双赢冶局面遥
阵地建设遥 通过对村干部的教育培
训袁强化村级阵地制度建设尧规范化管
理袁把村级阵地建设作为加强和改进全
村党员队伍管理尧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尧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基础袁
努力提高村野两委冶服务群众的意识和能
力袁确保村级阵地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遥

四川省涂装工技能大赛决赛在中国电科 10 所举办

龙腾虎跃赛技能 岗位练兵促创新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陈悦冤为
进一步激发广大技能人员学技术尧钻
业务尧比技能的积极性袁8 月 10 日袁由
四川省经信委尧人社厅尧总工会联合发
起袁四川表面工程行业协会承办袁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研究所协办的
四川省涂装工技能大赛在十所天奥产
业园区举行遥
本次大赛是以野大工匠尧大比武袁打
造技能四川冶为主题的四川技能大赛 38
项技能大赛中的一项袁为省级一类大赛遥
此次大赛为一线工人切磋技艺尧交流技
术尧提升技能尧快速成才搭建了平台袁为

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环
境袁充分发挥了职业技能竞赛在技术工
人培养中的引领示范作用遥
四川省表面工程行业协会副巡视
员李萍在开幕式上表示袁近年来袁我省把
技能人才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把提高职工业务素质作为提高
企业生产力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
要手段袁深入持久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技术比武尧岗位练兵活动袁对加快高技能
人才培养袁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袁全面
提升职工队伍业务素质袁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