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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运）7 月 24 日，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吴宗权率市级相
关部门同志到雁江区督导省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座谈会上，督导组传达了市委、
市政府关于省环保督察问题、环保
信访问题整改以及迎接中央环保督
察相关要求，听取了雁江区整改落
实省环保督察问题相关情况汇报，
并深入雁江区部分企业实地查看了

污水、废气处置排放等情况。
督导组指出，雁江区要严格按

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加快推进
省环保督察问题各项整改工作。有
关部门人员要深入一线推进工作，
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市区要形成工
作合力，加快办理环保信访案件，进
一步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共同
克服困难，确保环保问题整改取得
实效。

加快推进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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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金 姜海洋

7 月 21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军区联合发出表彰通报，
安岳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荣获
2016 年 度 征 兵 工 作 先 进 单 位 。
2015 年度，安岳县人民政府是省
政府、省军区联合表彰的 5 个“征
兵工作先进县”之一。笔者从省
征兵办公室了解到：安岳县再次
获得这一荣誉的征兵密码——18
岁公民兵役登记率 97.3%，应征青
年参检率 98.9%，大学生批准入伍
率 100%，退伍军人安置率 100%，
退兵率 0.17%。

安岳县有 163万人口，是四川
省第一人口大县，也是第一征兵
强县，辉煌成绩的背后也曾“败走
麦城”——2014 年度退兵率 2.5%，
大学生入伍率 9.4%，县人武部主
官在资阳市征兵工作会上作检
查。痛定思痛，举一反三，砥砺奋
进。安岳县委把征兵工作作为一
项政治任务列入常委会议题分析
研究，县政府把征兵工作列入政
府一项重要职责纳入常务会议题
安排部署，县人民武装部组织县
级机关职能部门开展征兵工作专
题调研，反复论证，确保操作性、
有效性、执行力。县征兵领导小
组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制
定政策措施，抓好检查督导，纳入

乡镇党委、政府领导干部任期责
任考评，与晋职晋级、提升使用、
调整交流和经济目标挂钩；县征
兵办公室抓好专武干部和体检、
政治考核、学历审查、优抚安置业
务培训等工作。与此同时，县委
主要负责人率工作组到征兵体检
站，与应征青年面对面动员、一对
一宣传，要求各职能部门“一盘
棋”，要把征兵工作纳入“一把手”
工程，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力
保障，把征兵工作当成分内之责，
确保把优秀青年送入部队。县人
武部从健全组织领导机构入手，
全方位动态监控筹划部署、兵役
登记、预征预报、宣传教育、身体
检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交接
运输、回访部队、心理疏导、退兵
处理等各个环节，确保环环有序
可控。各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亲自部署、亲自动员、亲自督
导，倒排时限、跟踪问效，确保各
项工作落实。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征
集一流士兵。征集一流士兵，必
须坚守廉洁征兵。县人武部要
求“ 绝 不 允 许 征 兵 收 一 分 钱 ”。
县政府与 69 个乡镇签定《征兵工
作责任书》；县纪委、县人武部纪
委与 571 名征兵干部签定《廉洁
征兵保证书》，2807 名应征青年
向县人武部递交《献身国防志愿

书》，全县发放《征兵宣传手册》
30 万份，网上滚动播发廉洁征兵
纪律规定 50 万次，发出征兵政策
手机短信 100 万条，零违纪，零举
报，零责任退兵……面对改革强
军的新征程，面对征集一流士兵
的新长征，安岳县征兵干部永远
在路上。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深度解密安岳县征兵密码
——安岳县委明确：一定要把专
武干部队伍建设好。2016 年，全
县乡镇班子换届，就专武部长配
备问题，县委决定“公开选拔、公
平考试、公正使用”。县委组织部
提供递进干部数据库，县人武部
根据条件筛选确定符合条件的干
部，军地共同组织军事技能、理论
综合、竞职演讲“三项”考试。县
人武部牵头组织，考官现场评卷
评分，参考干部当场签字确认，纪
委当场宣布分数，监察督查部门
对考试全程监督监管，分数统计
汇总后全县公布排名位次，县委、
县人武部依总分排定名次，调整
配备 146 名专武干部无一信访。
目前，全县专武部长 100%通过“考
试”，100%有军事工作经历，100%
是共产党员，100%在 40 岁以下，
10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是一支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
钢铁队伍。

本报讯（记者 丁莉）7月 24日，
来自宁蒙陕甘毗邻地区及其他近百
家媒体 140 余人相约在“世界枸杞
之都”“中国硒砂瓜之乡”中卫市，举
行首届“宁蒙陕甘毗邻地区与其他
媒体战略联盟合作体”峰会，并举行
了合作签约仪式。

资阳日报社作为合作体成员派
员参加了签约仪式。

近几年，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
传统媒体，都在寻求、探索和新兴媒体
融合发展的路子。但从现实情况来
看，这种探索很艰难，与新兴媒体的融
合之路更艰辛，可供借鉴的经验很

少。在此背景下，中卫市新闻传媒集
团牵头成立“宁蒙陕甘毗邻地区及其
他媒体战略联盟合作体”，创造性地开
展跨区域新闻联动，通过这条路径强
壮媒体筋骨，增强媒体活力，提升各地
党媒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据了解，此次联盟峰会涵盖了
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及山西等
全国各大城市的主流媒体，是一种
更宽泛的合作交流。依托这个平台
能让宁蒙陕甘毗邻地区的城市党报
形成交流、协作的长效机制，通过大
家的努力，将对媒体融合发展、区域
携手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上接一版）已向纪检监察和组织
部门移交了线索；同时，也可以尝
试通过将督察结果和干部选任相
结合，激励更多“绿色干部”。

坚持绿色发展，是一场发展
观的革命。良好生态环境，造福
每一个人，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以督察倒
逼落实，不断做绿色的加法，做污
染的减法，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的四川，定能守护好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为后代子孙留
下绿水青山。

原载7月24日《人民日报》

（上接一版）立足我省民族地区实
际，坚定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必然要求。党代会作出了加快
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的战略部
署，“美丽四川”必须“绿色打底”，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无 疑 是 重 要 内
涵。对于我省民族地区而言，优势
在于自然生态优良、绿色资源富
集，但也面临生态环境脆弱、贫困
量大面宽等困难与挑战。因此，推
动民族地区发展，必须牢固树立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打牢
生态本底，搞好生态保护，加大环
境治理力度，在生态环保与全域旅
游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推进民族地区生态环保及全
域旅游发展，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放大民族地区独特优势
的重要抓手。当前，旅游业发展已
进入全民旅游、个性旅游为主的新
阶段。只有适应市场变化、对接需

求升级，才可能赢得竞争、实现发
展；只有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特色
化的优质旅游产品，才可能吸引游
客，赢得市场。事实上，我省民族
地区具有的绿水青山、蓝天净土、
特色文化、民族风情等禀赋，就是
最独特的资源、最亮丽的风景。通
过发展全域旅游，为人们提供多层
次、多样化的特色旅游产品，不仅能
实现民族地区产业调整升级，也有
利于各族群众脱贫致富，进一步筑
牢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坚实根基。

以全域旅游为战略抓手，在生
态保护中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富
民，这不仅是对民族地区发展理念
的创新、发展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民
族地区发展方式的重塑、发展能力
的升级。我们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省委的重大战略部署上来，以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奋力
开创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展的新
局面！ 原载7月24日《四川日报》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一次主任会议

事关全省大局的战略之举

环保督察，做绿色加减法

这是一串令人怦然心动的数字：18岁公民兵役登记率97.3%，应
征青年参检率98.9%，大学生批准入伍率100%，退伍军人安置率
100%，退兵率0.17%。请看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军区联合表彰
的“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的风范——

安岳县的征兵密码

走进安岳县鑫普州购物广场，在蔬果生鲜
区域“食品安全检测公示栏”上面张贴了蔬果的
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数据；在肉类及海鲜类产品
旁，标示有产品的合格证、检疫证，以及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超市店长姚莉说：“从进货开始，
要求供应商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第一时间进
来的是查验后的产品；然后我们有专门的验货
收货处，收进来之后我们就进行抽检检测，每周
对农产品会有 5到 8次的抽查。如果发现有不合
格产品，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供应商到超市进
行现场处理，然后报废处理，将产品下架。”

在超市“农产品农药残留快检室”，工作人
员随机摘取了货架上的一片菜叶为大家演示了
其操作过程，检测结果为合格。“这样的食品让
我们吃得放心！”大家纷纷感言。

据了解，为有效防范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市食药监管局实施“放心肉菜工程”，大力
实施农（兽）残快检工程，全市已设立农（兽）残
快检室 22个，先后制定完善了《快检人员操作手
册》《快检室建设指南》《快检公示制度》《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处理制度》等，全市 119 个农贸市场
建立食用农产品销售制度，并将于 2017 年底实
现县级以上农贸市场、大型超市食用农产品快
检品种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农残快检 2800余批
次，下架销毁农残超标蔬菜、水果 81批次 500余
公斤。

（上接一版）机关党委要组织全体
党员深入学习刘应举同志对党忠
诚、敬业奉献、勇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先进事迹，结合“三有一树”主题
活动，不断激发干事创业激情；机
关全体同志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
中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自觉

遵规守纪、恪尽职守、廉洁履职，真
正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近
期，机关党委、纪检组要重点围绕
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专项活动，对照行动内容，抓
好工作落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

这样的食品让我们吃得放心
——我市食品安全“双安双创”记者、网友体验活动纪实

□ 张雪松 实习生 李欣璟
本报记者 曹礼芹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为了让大家了解食用农
产品行业各个环节的责任和
义务，引导消费者共同监督种
植者、养殖者、加工者、生产
者、经营者履行法定责任和义
务情况，市食药监管局联合市
农业局于7月20日组织开展
了我市食品安全“双安双创”
记者、网友体验活动。活动
中，记者、网友先后来到雁江
区永鑫生猪屠宰场、晏家坝明
苑湖休闲农庄、盛美农场、安
岳县鑫普州购物广场，从食品
生产到食品流通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了解。

在雁江区永鑫生猪屠宰场，
不时有出栏的肥猪送到这里屠
宰。驻场兽医官首先查验了动物
检疫合格证明、“瘦肉精”快速检
测结果通知单，并进行宰前检疫，
确认猪只健康合格方可进行屠宰
加工。如果遇到证书不全、含瘦
肉精的猪只，将拒收。兽医官坚
持全天 24小时对每批次的猪只进
行检疫。

屠宰场对待宰的猪只 12小时
静养后，进入屠宰放血、自动烫
毛、脱毛、剖腹取内脏、劈半、冷却
排酸、分割加工、金属探测、冻结、

冷藏、物流配送等环节，在这个过
程中，同时开展头部检验、体表检
验、旋毛虫检验、同步检验、复检、
冻品检验等 10多道检验。对检出
的问题猪，将进行无害化处理，杜
绝流入市场。

屠宰场总经理杨勇介绍，屠
宰场对生猪屠宰上市有一套严
格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和管理
流程，如烫皮工艺、冷冻分割、前
后预冷、紫外线杀毒和精准的时
间把控，全力保障消费者吃上放
心肉。

据悉，目前全市有 129家屠宰

场，均从源头上把控猪肉安全风
险。农业部门对生猪养殖环节也
进行监管，比如对防疫用药、生病
用药是否合格合理，饲料是否有
非法添加物等都有严格监测。对
问题猪都会及时进行无害化处
理，并禁止休药期猪只出栏。

了 解 了 生 猪 的 屠 宰 过 程 之
后，大家又在资阳盛美农场见识
了“桂花鸡”的养殖“不使用转基
因饲料、生产激素、化肥农药和饲
料添加剂”情况。网友“幸福到
老”感叹说，有一种幸福，就是放
心吃肉。

来到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明
苑湖休闲农庄，看着一串串葡萄
挂在枝蔓上，有的网友不由想伸
手 摘 一 粒 来 吃 ，见 他 们 有 点 犹
豫，农庄负责人何建明说：“我们
的东西放心吃。”于是大家都摘
了一粒放入嘴里，新鲜、自然的
甜味让人顿觉舒爽。

明 苑 湖 休 闲 农 庄 引 进 国 内

顶尖连体大棚和葡萄限根技术，
其中采用有机土壤和限根栽培
技术属于国内首例。园区内全
部采用有机肥料精确供给、自动
灌溉精确控水，在果树生长过程
中采用物理和生物方式消灭害
虫，果园以极其苛刻的种植方法
生 产 出 无 公 害 生 态 水 果 和 蔬
菜。这些种植技术的运用也获

得了消费者的认同，许多市民都
慕名前来采摘。

据了解，对水果和蔬菜生产
基地、合作社，农业部门会对种植
过程是否按照标准化生产、是否
科 学 合 理 用 药（禁 用 高 残 留 农
药）、禁止安全间隔期出售等进行
检查，对散户种植也会按照《农药
管理条例》进行监管。

生猪屠宰要经过10多道检验

葡萄要标准生产并科学合理用药

蔬菜要完成农药残留快检才上市

明苑湖休闲农庄负责人在介绍葡萄种植情况。

百家媒体看中卫 共襄盛会谋发展
首届“宁蒙陕甘毗邻地区与其他媒体战略

联盟合作体”峰会召开

（上接一版）重点环节和服务社会关联度等方
面，结合经济责任审计，确定区司法局、区档
案局、区供销社、伍隍镇 5个单位（乡镇）为抽
查审计单位。其一级廉政风险岗位，在审计
组进驻时围绕资金及项目分配、工程建设、
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资源配置、物资采购等
重点岗位随机抽取产生。区纪委将对被抽
查审计出问题的单位发出预防腐败建议书，
督查相关单位启动实施预防腐败“补丁计
划”，深化廉政风险防控，长效常态推进惩防
体系建设工作。

本报讯（任红英）7月 24日，国网资阳供电
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向干部员工传达了国务
院安委会 20日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
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明确工作目标。压实措施任务，深
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扎实做好汛期和下
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
生产环境。

会议要求，公司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
况，用心、专心、精心把好安全生产关，树牢忧
患意识，加强安全建设，强化现场作业管控，
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抓各项安全措施落实，确
保公司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顺利实现。要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工
作，全力做好今年党风政风行风测评，进一步
提高优质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加强迎峰度
夏期间各类抢修工作部署，积极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加大监督考核力度，及时发现和解决
问题，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以安全、稳定、
优质的业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资阳供电公司

扎实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陈元根）近日，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召开了汛期安全及防灾
减灾专项会议，要求进一步抓好全
市道路运输地质灾害和防汛安全隐
患排查防治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汛期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贯彻落
实的相关要求：一是严格按照相关
要求，督促各区（县）运管所及运输
企业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工作落实；
二是强化值班值守，落实 24小时值
班制度，严格落实按时向省运管局
报告制度，杜绝迟报、漏报；三是狠

抓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收集汇总安
全隐患，认真研究措施落实整改；四
是妥善做好维稳工作，着力提高群
众工作水平，依法开展行业服务管
理，及时化解矛盾纠纷，高度关注出
租车动态，全力维护行业稳定；五是
全局职工要进一步树牢主人翁思
想，全面加强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和
政风行风建设，持续推进反腐败工
作，不断提升运政队伍新形象。要
强力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创卫以及
环保迎检工作，促进道路运输事业
全面健康发展。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狠抓防汛减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