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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2月30日电（记者
王迪）记者 30日从四川省委组织部了
解 到 ，目 前 四 川 已 建“ 农 民 夜 校 ”
23802 所，覆盖率达 52.2％。其中，贫
困村建成 11414所，覆盖率达 99.2％。

今年 8月，四川开始在高原藏区、
大小凉山彝区贫困村开办“农民夜
校”。随后，此项工作推广到全省所
有行政村。

“农民夜校”的地点以村级组织
活动场所为主，统筹整合村级学校、

“一村一幼”教学点、民俗文化院坝、
农家书屋、居民院落等场地资源，充
分利用现有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点
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配备高清电
视机、投影仪、LED显示屏等设备。

“农民夜校”将在抓好道德法治、
基层治理、文明新风、感恩教育等公共
科目培训基础上，因地制宜设置培训
专题，结合群众素质、农时农事、民族
宗教等实际，灵活采取专题讲座、案例
分析、分组讨论等方式开展教学。

我省已建“农民夜校”逾2万所
基本覆盖所有贫困村

本报讯（记者 范秀萍）12月 30日，
深化渝资区域合作交流暨重庆市四川
资阳商会成立大会在重庆举行。原国
家发改委秘书长、原国家西部开发办
公室副主任、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会长曹玉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喜安出席大会并讲话。

大会上，曹玉书、周喜安为重庆市
资阳商会授牌，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
会长、重庆银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鑫政接牌。

曹玉书在讲话中向重庆市四川资
阳商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他说，重
庆市四川资阳商会是推进渝资区域合
作的新平台，是在渝资阳籍企业和人士
进行合作交流的重要基地，也搭建起在
渝资商与资阳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沟通的桥梁。商会筹备工作扎实有效、
资源丰富、会员企业质量很高，相信在
重庆市、资阳市和各方面的支持下，商
会将越办越好，真正发挥其作用。希望

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成立后，遵守法律
法规和有关政策，丰富活动载体，加强
会员交流合作，着力提升商会价值和凝
聚力，助力在渝资商企业发展，为重庆、
资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周喜安代表资阳市委、市人大、市
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对商会的成
立表示热烈祝贺，向所有资阳籍在渝
工作生活的各位乡亲致以诚挚问候，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资阳建设发展的
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资阳
和重庆共享巴山蜀水，历史渊源深厚，
民间往来频繁，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支
持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发展的大
背景下，双方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成果
喜人。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为在渝资
阳籍企业和人士与资阳政府部门架起
了一座桥梁，希望商会团结一心、紧密
协作，高标准办会、高水平管理，发挥
组织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主动为家
乡发展牵线搭桥、引荐项目，帮助在渝

企业排忧解难，维护好会员的合法权
益，当好在渝资阳籍企业的“娘家人”
和资阳形象的代言人，为深化渝资区
域合作交流、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市委、市政府将大力
支持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发展，竭诚
用心为在外资阳籍企业家回乡投资发
展提供优惠的政策、优质的服务，欢迎
各界人士到资阳旅游观光、投资兴业。

唐鑫政在致辞中表示，商会将紧密
围绕资阳市第四次党代会的部署要求，按
照“以会养商、引商养会”的现代商会发展
理念，团结广大在渝资商，加强内部管理
和自身建设，致力于服务会员抱团发展、
打造会员合作平台、维护会员合法经营、
加强老乡乡情交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
用，全力促进渝资区域合作，为重庆、资阳
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大会上，四川省政府驻重庆办事
处副主任陈兵，中国新闻社重庆分社
社长李安江，副市长周燕，市政协副主

席、市工商联主席孙军等为重庆市四
川资阳商会副会长单位集中授牌。重
庆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余
东海宣读关于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成
立登记的批复。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
与资阳区域合作办签订区域合作协
议。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执行会长罗
军介绍商会筹建成立情况。

重庆市四川资阳商会从今年 3 月
25日正式发起，得到资阳市委、市政府
的重视支持，得到在渝资阳籍企业家
的积极响应。商会现有在册会员 160
余家，会员企业涉及到建筑建材、地产
开发、机械制造、电子商务、文化传媒、
食品餐饮、商业贸易等行业，每年企业
总产值近数十亿元。

市政府党组成员、安岳县委书记
许志勋，雁江区、乐至县党委或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重庆市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以及商
会成员近 200人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对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作出部署。

《意见》要求，要加强个人诚信教育。要加快推
进个人诚信记录建设，以互联网、邮寄递送、电信、金
融账户等领域为重点，推进建立实名登记制度。要
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加
大对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征信机构的监管力
度，建立征信机构及相关人员信用档案和违规经营

“黑名单”制度。加大对泄露、篡改、毁损、出售或者

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等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
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纠错、修复机制。

《意见》指出，要完善个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机制。在教育、就业、创业等领域对具有优良信用记
录的个人给予重点支持，尽力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将恶意逃废债务、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网络欺诈、交
通违法、不依法诚信纳税等严重失信个人列为重点
监管对象，依法依规采取行政性约束和惩戒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规划，部署实施个人诚信体系
建设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12 月 30
日，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四十五
次会议。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喜
安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力主
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存
志、文岳、李庆威、陈鸿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资阳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资
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补选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选举办法（草案）》的议案、
资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
名王荣木蒋文学为四川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议案

（草案）、《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
告》、资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
于提请审议《资阳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资阳市第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资
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关于
人事任免的议案、关于《资阳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草案）》的议案、关于《资阳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的议案、关于

《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名单

（草案）》的议案、（下转二版）

市三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四十五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12 月 30
日，我市召开专题研究临空经济区建
设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段再青主持
并讲话。

段再青对市区两级推进资阳临
空经济区建设前期工作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他在讲话中指出，临空经济
区建设是我市推进成资一体化的重
要平台，是实现资阳发展新跨越的重
要支撑。雁江区、市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

“市区联动、共建共享”的理念，健全
组织架构，细化工作方案，突出工作
重点，形成工作合力，务实高效推进
资阳临空经济区建设前期各项基础
工作，实现临空经济区建设良好开
局。要组建专门的工作机构和团队，
及时抽调、选拔和培训一批敢打硬
仗、能打胜仗的精兵强将和优秀人

才，迅速开展建设区域内的入户调查
摸底、防违治违等前期基础工作，为
建设临空经济区打下基础。要明晰
管理体制，正确处理好市级部门与雁
江区之间的关系，层层压紧压实责
任，加强协调配合，畅通信息沟通渠
道，共同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形成“市区联动、共建共享、
互利双赢”的工作格局，确保临空经
济区建设各项基础工作在拟定的时
间节点内有力有序推进。要注重工
作标准，加强政策宣传，强化要素保
障，严肃工作纪律，保障服务临空经
济区建设。

会上，雁江区、市级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就资阳临空经济区建设前期
工作的组织架构、要素保障和建设区
域内的调查摸底、防违治违等基础工
作和相关问题开展了讨论。

我市召开专题研究
临空经济区建设工作会议

段再青主持

深化渝资区域合作交流暨重庆市
四川资阳商会成立大会在渝举行

12月30日，“2017年资阳市迎新年全民健身长跑活动”在雁城幸福大
道举行。上午10点，随着一声发令枪响，4000余人组成的各个方队喊着嘹
亮的口号，从九曲一号出发沿幸福大道跑向万达广场。

本报记者 王勇 实习记者 秦建华 摄影报道

全民健身跑全民健身跑全民健身跑
快乐迎新年快乐迎新年快乐迎新年

活活 动动 细细 则则
活动时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1月3日
每天：9：00-12：00 14：00-17：00
参与对象：资阳聚慧创客大厦项目到访客户
兑换规则：
（１）到访客户登记姓名及有效通讯方式，均可获赠750ml调和油一瓶或有机绿色大米一袋（１kg装）；
（２）所有到访客户均可凭身份证及有效联系方式免费领取10枚游戏币参与游戏赢取奖品；
（３）以上仅限本人参与不得代领，一个身份证或一个手机号码仅能参与一次。

资阳聚慧创客大厦资阳聚慧创客大厦 2642222226422222 地址地址：：沃尔玛广场销售中心沃尔玛广场销售中心

以上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以上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