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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精神文明 构建幸福家园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村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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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区两级质监
局到资阳皇冠制罐公司开展食品
安全培训。执法人员向该公司宣
传了国家有关政策及食品相关产
品安全管理规定，送阅了食品相关
产品安全知识读本，检查公司质量
手册、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和员

工培训记录。同时，要求该公司要
认真落实食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水平，严格按照质量体系要求组织
生产，强化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和职
业病防治，确保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

本报讯（周元）岁末年初历来是
安全生产的关键时期，生产经营建设
任务重，人流物流车流量大，同时，天
气条件较恶劣，事故易发多发。日
前，市交通运输局全面部署岁末年初
安全工作，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高度重视，狠抓安全责任落实。
交通系统各级单位成立了领导小组，
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单位、本领域实际
的安全生产工作措施和方案。

加强预控，深入推进平安交通专
项整治。继续突出道路客运、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城市公交、水路客运、公
路安保、公路水运建设工程等专项整
治工作。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督促
行业企业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管
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突出重点，强化行业领域安全监
管措施。以遏制重特大事故为重点，
有针对性地强化落实重点领域安全
监管措施。道路运输领域严格落实
安全例检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

“六严禁”等制度性规范。水上交通
领域以防雾、防枯水、防大风为重点，
加强风险管理，严格执行“六不发航”
等安全管理制度。公路管理领域完
善恶劣天气下道路通行疏导管控和
应急保障方案，加强国省干线、桥隧

养护及临水临崖路段、连续下坡、急
弯陡坡、隧道、桥梁、路口等交通设施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程建设领域
强化冬季施工作业的防寒、防火、防
中毒、防触电等措施，加强现场高处
作业、起重作业等关键环节和重点部
位安全防护措施，严禁恶劣天气状况
下冒险强行组织施工。

加强督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成立综合督查组，各行业监管机
构成立专项督查组。采取突击检查、
明查暗访、随机抽查、回头检查等方
式，开展督查检查，层层落实责任，确
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强化值守，及时高效处置各类突
发事件。科学安排应急力量和物资，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遇有突发事件，要严格按规定启
动应急预案，迅速赶赴现场，并按规
定快速准确核实、上报突发事件信
息，做到快速反应、合理决策、科学救
援，确保将突发事件损失和影响降至
最低。

在晏家坝村的张家大院里，一面
彩绘的文化墙格外抢眼。文化墙上写
着“中国梦”和“讲文明、树新风”等内
容，引导村民文明生活，传递道德正能
量，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美
丽乡村建设亮点。

晏家坝村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制定了村规民约和评选模范守法
户、文明户的标准，引导广大村民争做

“四有新人”。同时，通过打造张家大
院“法制院落”、开设道德讲堂、开展

“星级文明户”“好婆婆”评选等一系列
活动，强化了村民的法制意识，弘扬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我嫁到晏家坝 11 年了，见证了
村庄的喜人变化，能成为一名晏家坝
人真的很幸运。”曾获得晏家坝村“好
媳妇之星”称号的村民刘群感慨地说。

“文明不分你我他，人人参与树新
风。”说的就是如今的晏家坝村。走进
村庄，唱歌跳舞的人多了，打架斗殴的
人少了；看书读报的人多了，打牌搓麻

将的人少了；遵规守纪的人多了，惹是
生非的人少了；移风易俗的人多了，愚
昧迷信的人少了……文明新风随处可
见，文明果实人人共享。

“‘全国文明村镇’的荣誉称号，
是 每 一 位 晏 家 坝 人 努 力 奋 斗 的 结
果，也是对晏家坝村文明建设的最
高认可。”查玉春表示，今后，将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将晏家坝村
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村容村貌改善做
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唐嘉阳）近日，
资阳市天成出租汽车股份公司负
责人张菊芬把写着“热情服务，情
系企业”的锦旗送到市道路运输管
理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的手中，对
窗口工作人员热情、高效、务实的
服务表示感谢。

今年 2月，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按照“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的工作
要求，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了 3
个综合服务窗口，采用“一窗综合
受理、分类审核办理、统一窗口出
件”的服务模式，实现一站式办结，
这一举措，最大程度方便了企业、
群众办事。

同样，安岳县兴达运务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李文福也为市运管
局窗口工作人员的优质服务而感
动。上个月，李文福从安岳赶来市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道路运输证更
换业务。由于中途有事耽搁，当他
赶到时已是下班时间。得知李文

福从安岳赶来，路程较远，窗口工
作人员二话没说，加班加点为李文
福办理了业务。

“窗口是一个单位的‘名片’，
窗口工作人员是一个单位的形象
代言人。在我看来，窗口工作最重
要的就是服务态度和工作效率，让
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是我们
孜孜不倦的追求。”服务窗口负责
人王安东如是说。

“窗口服务看似简单，但它考
验的是工作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单
要业务熟练，礼节还要过关。”王安
东说，通过采取集中学习与自主学
习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窗口工作人
员相关业务知识、礼仪规范服务
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和业务
能力，以更好服务群众。

截至目前，市运管局综合服务
窗口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现场办
结 3992件、按时办结 6946件，办结
率达 100％。

催开“文明花”共享“文明果”
——记“全国文明村镇”雁江区保和镇晏家坝村

【质监简讯】

市交通运输局

全面部署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 近日，市质监局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局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
手，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全局党
员干部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

重温入党誓词后，该局党组组
织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十九大报告，

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党性，牢记
神圣使命，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表
现，践行一名党员的入党誓言，最
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奋力推
进全市质监事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近日，市质监局开展
民生计量大检查，严厉打击计量作
弊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
益。

此次检查，以辖区内城乡结合
部、国道等附近民营加油站为重
点，采取现场巡查、随机检定的方
式，主要检查燃油加油机是否具有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编号和

出厂产品合格证书；加油站是否存
在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周期或
者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加油
站是否存在破坏计量器具及其铅
封，擅自改动、拆装及使用未经批
准而改动的燃油加油机；加油站是
否存在利用安装作弊装置实施计
量违法行为等，并对燃油加油机进
行现场检定。

进企业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集中检查民生计量

□ 本报记者 唐嘉阳

近日，走进荣获第五届
“全国文明村镇”的雁江区保
和镇晏家坝村，绿树掩映的
村道贯穿其中，碧波清澈的
河水绕村而过。放眼望去，蔬
菜、水果大棚成方连片，小洋
楼鳞次栉比……一幅幅产业
兴盛、村容整洁、文明和谐的
乡村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晏家坝村位于沱江河、
阳化河交汇处，东临省道
106线3.2公里，距资阳城区
17公里。该村水源充沛，地势
平坦，土质肥美，全村辖7个
村民小组，1558人。

近年来，晏家坝村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以发展
特色产业、整治村容村貌、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为重点，致
力建设民富、村美、文明、和
谐新村。

眼下，正是草莓快要成熟的季节，
草莓园里的农活多了起来。一大早，
村民杨冀便来到草莓园务工。“家门口
就能做活路，既能挣钱，又能照顾老人
小孩，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以前是想
都不敢想的。”杨冀告诉记者。

在晏家坝村，像杨冀这样的村民
越来越多。近年来，晏家坝村始终坚
持“组织带动、干群互动、村企联动、共

同发展”工作思路，积极推行“支部+业
主”“蔬菜-生猪”模式，先后引进优百
万农牧公司、明达生态有限公司、绿能
生态观光园等 20家企业。

截至目前，该村已发展现代农
业 6000 余 亩 ，其 中 珍 稀 林 木 2000
亩、花卉苗木 500 亩、特色水产 800
亩 、精 品 蔬 菜 1200 亩 、特 色 水 果
1500 亩、大型生猪养殖场 4 个，成功

吸纳了大量当地村民就近务工，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

“去年，我们村的年人均纯收入达
1.8 万元，今年预估将超过 2 万元。”村
党支部书记查玉春说，在村两委的积
极引导下，村里的土地基本都进行了
流转，业主争相涌入发展特色种养殖
业、生态旅游观光业，带动周边村民致
富，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走进晏家坝村别墅小区，一排排
红瓦白墙的小楼房有序排列，亭台、
绿化带点缀其间，每家每户的前庭后
院里有长势喜人的时令蔬菜，村民院
外悬挂着宣传法治精神和传统美德
的标语。

近年，通过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晏家坝村别墅
小区基本形成了“煮饭不烧柴、吃水不
用抬、走路不湿鞋、民居靓起来”的新
型农民别墅区形象，真正实现农民市
民化，城乡零距离。

“做梦也没想到，如今在村里也能
住上这么好的别墅小区。”村民游思秀
带着孙子在自家院坝里玩耍，满脸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她说：“屋内通水、
通电、通气，屋外绿意盎然。现在，我
们的生活环境一点儿都不比城里差。”

与游思秀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
69岁的村民朱万成。“我们这里不仅居
住环境变好了，还建起了文化广场，大
家可以在这里打乒乓球、篮球，跳坝坝
舞，大家的文化娱乐生活越来越丰
富。”

白天去基地打零工，晚饭后沿着
干净整洁的村道散步，再到文化广场
上去锻炼身体，是朱万成的日常生
活。对于这些年村里发生的变化，他
感触颇深：“漫山遍野的绿色植物，走
在路上根本看不到垃圾，晚上还能到
广场活动活动筋骨，生活很舒服。”

现在，晏家坝村累计完成新建（迁
建）、改扩建和风貌功能改造 25户，村
内主要道路、上山路全部硬化，森林覆
盖率达 35%，逐步形成了“庭院绿化、
民居靓化、村庄美化”的新格局。

用优质服务“擦亮”窗口

赠送锦旗。

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业务。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我将把
你们的深情厚谊化作工作动力，以优
异的教学成绩回报社会。”12月 6日，
乐至中学教师梁建国手捧德源房产
公司捐赠的乐至 2016-2017 学年度
奖学助学金后表示。

当日，乐至县政府、四川德源房
产公司签定捐资奖学助学战略合作
协议，向被确定为首批“德源体育运
动中心”建设学校的童家中学、城东
小学授牌的同时，德源房产公司现场
向乐至教育事业捐赠 200 万元。其
中 100 万元用于奖励 2016—2017 学
年度乐至县评选出的优秀师生和资
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100 万元用
于建设乐至县德源体育运动中心。

“希望以我的绵薄之力，让家乡
的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德源房
产公司董事长唐恭元说。1973年，唐
恭元出生于乐至孔雀乡，目前事业小
有成就。多年来，他深知打工的艰苦
和创业的艰辛，特别是没有文化知识
就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半年前就想
在贫困山区捐资几百万，建一所希望
小学。从朋友口中得知乐至教育事
业发展现状后，在县委、县政府领导

的引导和鼓励下，我决定每年捐资
200万元，助力家乡的教育事业，让优
秀教师不再流失、优秀学子更加奋发
努力，特别是个别目前处于贫困且愿
意读书的孩子有机会走进课堂。”

唐恭元情系家乡、关怀学子的行
为，让乐至干部职工倍受鼓舞。乐至
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这一义举不仅
给贫困学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而且激励了全县教育工作者全力推
动教育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也必将
进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形成关注和支
持教育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记者还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全
县的教育事业发展，乐至县政府计划
从 2018 年起，每年匹配 100 万元，与
德源房产公司每年捐赠的 100 万元
奖励资金，共计 200 万元，一起用于
奖励本学年度该县评选出的优秀师
生和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

获得此次高考状元奖的一学生
表示，她在收获喜悦和自豪的同时，
更深知今后要倍加努力，以优异的学
习成绩来回报给予她关爱的叔叔阿
姨，并在学业有成后，努力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乐至籍爱心人士捐赠200万
助力家乡教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