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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全党要坚
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
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
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
的彼岸。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
共产党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更
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只有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
一起，才能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
只有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
民，党的事业才会拥有永不枯竭的
养分和生生不息的动力。

民心所向，施政之要。党的十
八大以来，无论是全面从严治党，
还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贯穿始终，成为新的
历史起点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
在于察其疾苦。党的十八大以来，
从中央到地方着力破解民生之忧，
打好脱贫攻坚战，5564万中国人摘
掉了“贫困帽”；夯实社会保障根
基，全国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
数，2016年比上年减少3.9%……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这些年“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为耳熟能详的一句
话，更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切身感
受。从政府部门推进简政放权到
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司法制
度等重大改革，从身份证管理到医
疗制度改革，从持续增加就业岗位
到推动三大运营商“降费提速”等，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
祉”真正成了改革发展各项举措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从
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
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不
断前进。当前，党肩负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重任，面
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命题，更
需要时刻提醒，党员群体的理想
信念是否坚定、党的宗旨意识是
否牢固、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血脉
联系是否紧密。唯有扎根于人民
群众，党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在
全面从严治党的路上永远方向正
确、意志坚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
导核心。只要党员干部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人民为
中心，就一定能够团结和带领全体
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上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本报讯（记者 李梅）8 月 11 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主持召开专题
会，听取《阳化河资阳段流域环境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汇报，部署下一步治水
工作。

针对阳化河资阳段流域范围内城
乡生活污水污染、垃圾污染、畜禽养殖
污染、工业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方案

提出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垃圾一体化、
工业废水防治、畜禽污染整治、面源污
染控制、绿色生态修复、河道防洪治
理、水域清面清漂八大工程，并编制了
八大工程项目表，预计近期治水资金
达 8.6 亿元。方案明确，到 2020 年，阳
化河资阳段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
水标准。会上，市级有关部门、雁江、

乐至及阳化河流域乡镇主要负责人纷
纷发言，提出意见建议。

陈吉明对方案编制工作表示肯
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理方
案，尽快印发实施。涉及市级部门、区
县及镇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
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大力宣
传引导，严格考核问责。特别要强化

资金保障，通过向上争取，整合水务、
农业、环保等涉水资金，引导社会资
金进入，成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筹措
资金，全力确保 2020年实现阳化河资
阳段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
目标。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铁，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鸿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范秀萍）8 月 11 日，
市委书记周喜安到市交通运输局调
研，并出席座谈会。他强调，交通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先导，要坚持科学谋划
多元贯通，加快建设成渝经济区最大
的次级交通枢纽，推动资阳在更高起
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调研中，周喜安认真了解市交通
运输局机关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情
况，察看了远程在线视频综合监控平
台运行情况。在听取全市交通运输系
统信息化建设情况汇报后，周喜安对
此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充分利用大
数据平台，做好属地交通运输行业企
业监管，同时，加强路面安全巡查监
控，严防严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周喜安
听取了全市十三五综合交通谋划情
况、上半年交通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和
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汇报。他指出，近
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
交通战线干部职工始终紧贴中心、服
务大局，以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全力推动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取得快速发展，交通运输能力、执法
监管水平稳步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周喜安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先导，对地区发展至关重要。要
站在全市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
步深化对新形势下交通运输工作的挑
战和机遇的认识，以严的要求、实的作
风，科学谋划、扎实推进交通运输各项
工作，坚决打赢新一轮交通建设硬仗，
为加快打造新兴增长板块、构筑开放产
业高地、建设美丽怡然资阳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要抢抓成渝城市群、天府国
际机场建设、成都“东进”等重大发展机

遇，以建设“成渝经济区最大的次级交
通枢纽”为目标，立足长远和资阳发展
实际，以前瞻的眼光和创新的思维，加
紧包装策划上马一批交通重大项目，加
快构建市域内外多元贯通的综合交通
网络，全面改善交通条件，塑造良好的
区位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着力破解交
通建设投融资难题，积极争取国、省对
重点项目的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加快
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交
通投资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要

立足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改善群众出
行条件，大力开展交通扶贫工作，加快
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提升农村公路安全
水平，着力建设区域发展和脱贫致富的

“康庄大道”。要积极稳妥推进公交体
制改革，既大刀阔斧加快推进改革，又
依法依规妥善解决遗留问题，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利益。

周喜安强调，全市交通系统要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能干事、敢

担当、打胜仗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交
通战线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始终保持“三个定力”，务实用心、
谋事在前，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为推动全市交通
运输事业开创新局面不懈努力。

市委常委、副市长周燕，副市长雷
刚，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并出席会议。市交通运输局班子
成员，局直属单位、各县（区）交通运输
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周喜安在市交通运输局调研

坚持科学谋划多元贯通
加快建设成渝经济区最大次级交通枢纽

周喜安在市交通运输局调研。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 本报记者 周秀娟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左
右，各工序都在按计划施工，我们第四
施工部按期完成毗河工程没有问题。”
近日，在乐至毗河供水卢家坝渡槽施
工现场，项目经理充满底气地告诉记
者，截至 7 月底，各个施工点工程均按
工期有序推进。

在位于天池镇牛栏店村的牛栏店
渡槽施工现场，支模工人正站在 10 多
米高的钢模盒子上通过各种手势与吊
车司机沟通，确保吊上来的槽身内模
板可以准确无误地放置在正确位置。
放好后，工人便迅速地用螺丝钉把模
板固定在一起。已经完工部分的渡槽
一字排开，延伸到远处的青山之间，增
添了别样景致。在位于童家镇徐家村
和天池镇花湾村的卢家坝渡槽施工现
场，吊车正通过吊灌把水泥砂浆一罐
一罐地传送上去，施工工人正站在几
十米高的墩柱上浇筑台帽，拱圈支撑
系统和排架柱也正在同步施工中。钢
架塔与墩柱并立，施工场面颇为壮观。

“坐稳啊！”“坐稳了的，安全带都
绑起了的！”在位于宝林镇三沟村的盐
井滩渡槽施工现场，现场施工安全负
责人与正在高空作业的工人隔空喊
话，不断地叮嘱工人注意安全，充分保
障施工安全。现场施工安全负责人告
诉记者，每天开工前都会召开安全例
会，强调安全事项。而在施工现场，各
种安全标语随处可见，安全兜网、防护
网兜架设到位，工人的安全帽和安全
带也佩戴整齐。

在保障工人安全和施工安全的前
提下，乐至毗河供水一期工程进展顺
利。截至 7 月底，乐至片区已入场施
工 183 处，已完工 36 处。狮子寨隧
洞、蛮子洞隧洞、卢家祠隧洞、麻柳沟
隧洞、红土地隧洞、凉伞沟隧洞等 48
个隧洞已贯穿，贯穿的隧洞中 22 座隧
洞已完成混凝土浇筑，其他隧洞正在
有序进行洞挖工作；南桥渡槽、谢家
湾渡槽、三沟田渡槽、王家沟渡槽、长
冲小沟渡槽、白塔沟渡槽、白家沟渡
槽共 7 座渡槽槽身工程已全面完工，
其他渡槽也在有序地进行基础开挖、

支承结构和槽身浇筑等工作；卢家坝
渡槽完成了 12跨，王家沟渡槽完成 18
跨，廖家坝渡槽完成了 57 跨……乐至
境内渡槽累计完成槽身浇筑 318 跨；

明渠及暗渠进场施工 90 余处。乐至
县毗办主要负责人表示，按照目前的
推进速度，一定能顺利按期完成工程
建设任务。

督察进驻期：2017年8月7日—9月7日
专门值班电话：028-87306866
专门邮政信箱：成都市85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驻川环保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确保党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本报讯（记者 李梅）8 月 11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主持召开
全市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调度
会商会议。

会议听取了气象工作、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与防治以及专项督导
工作情况汇报。据气象部门分析，
今年整体降雨量预测较往年偏多
一至两成，5 月至 8 月雨量偏少，预
计 9月、10月降雨较为集中，灾害发
生率也较高。会议指出，我市连续
六年地灾防治实现零伤亡，容易让
人产生麻痹思想松懈情绪，要坚决
克服，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措
施，继续抓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会议强调，要强化预警预报工
作，加强对恶劣天气、雨情汛情及
地质灾害的监测研判，及时动态发
布预警预报，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
到基层、到人头，增强主动避灾意
识。要开展隐患再排查，增强技术
力量，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行
全面细致地复查复核，全部实行台
账管理、动态管理，对已整治完成
的隐患点要开展回头看，严密防范
灾害发生。要加强应急救援演练，
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抢险救灾实战
能力，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
带班、24 小时值班制度。要兼顾中
央环保督察与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统筹安排，合理分工，确
保两不误。

市委常委、副市长周燕，副市长
雷刚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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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吉明主持召开阳化河资阳段流域环境整治专题会

强化资金保障 确保治水项目顺利实施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乐至段推进顺利

牛栏店渡槽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