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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
部署，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人民战争，坚决打击黑恶
势力“关系网”“保护伞”，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
土壤，为建设美丽繁荣怡然资阳营造更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提供坚强保证，欢迎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检

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对提供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线索的群众，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
个人信息及合法权益；对协助破获重大涉黑涉恶
案件的举报人将予以奖励；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
或恶意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近亲属实施报复的，将
依法惩处。

扫黑除恶举报电话：
资阳市公安局 028-26559336
雁江区公安局 028-26925829
安岳县公安局 028-24536821
乐至县公安局 028-23322146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3月20日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号召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4月 12日，
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召开，传达
学习 2018 年全省干部教育培训重点
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安排 2018年全市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党校校长周宇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职责和
价值所在。过去一年，干部培训工作
在推动党的建设和资阳发展中的基
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今年是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
是干部教育培训事业踏上新征程的
起步之年，事情多、任务重、要求高。
新时代提出新要求，新形势赋予新任

务，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奋力书写新时代资阳干部
培训工作新篇章，为美丽繁荣怡然资
阳建设提供有力的干部队伍保障。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突
出党的政治建设抓培训，立足造就一
支政治过硬的干部队伍，鲜明政治导
向，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加强理想信
念教育；要始终突出能力素质建设抓
培训，立足造就一支本领高强的干部
队伍，紧扣“三项需求”“五个着力”“八
大本领”开展高素质专业化培训；要始
终突出作风建设抓培训，立足造就一
支担当尽责的干部队伍，强化学风教
育、作风教育、法纪教育。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4月 12日，
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资阳分中
心授牌签约仪式在资阳举行。省食
药监管局党组成员、药品安全总监吴
锐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副市长舒勇
致辞。

吴锐说，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
心资阳分中心的正式成立，必将为全
省口腔医疗器械检验检测能力建设，
推动全省口腔装备材料产业加快发
展，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注入新的
活力。今后，双方要按照协议约定事
项，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协作，定
期会商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双方在推
动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资阳分
中心建设上同频共振、无缝对接，力

争取得 1＋1＞2 的效果，共同创造美
好的明天。

舒勇对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帮
助，省食药监管局、省食药检验检测
院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
前，资阳正举全市之力、聚全市之智
打造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中国牙
谷”，加快建设“产学研销医养”全产
业链口腔装备材料生态系统。四川
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资阳分中心的
正式成立，标志着资阳口腔材料产业
快速审批“绿色通道”正式建立，我市
局、市、院合作迈入了更高层次领
域。资阳将加快推进四川省医疗器
械检测中心资阳分中心建设，全力推
进口腔产业发展和“中国牙谷”建设。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4月 12日，
我市召开全市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相关工作。
市委常委、秘书长周燕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雷刚主持会议。副市长
周月霞代表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
市级相关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和全国“两会”高度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对大气污染防治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省、市两级对环境空气质量工
作也出台了系列文件，提出更加具体的
举措和要求。今年我市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的总体目标是：PM2.5年均浓度要
比基准年（2015年）下降 8.4%，优良天

数率达到80.7%以上。因此，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禁
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压实责任、强
化配合、抓好宣传发动、严格执法监管、
推进综合利用，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攻坚战持久战。

据悉，去年我市强力推进秸秆禁
烧与综合利用工作，推动全市环境空
气质量实现较大改善，PM10、PM2.5
等主要污染指标明显下降，空气优良
天数明显增加，秸秆综合利用率明显
提高，群众参与禁烧的意识明显增
强，圆满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环境
空气质量改善率排名全省第二、成都
平原第一。

本报讯（龙涛 记者 孙正良）4 月
11日，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在资阳
城东新区举行项目开工仪式。副市
长周齐铭出席并宣布开工。

据悉，四川环境科技职业学院是
川内首所环保类高校，项目从 3 月 5
日正式签约到落地建设仅 37 天。该
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分两期完成，
一期计划 2020年完成，建设规模达到
在校学生 6000人的专科学院标准；二
期计划 2023年建成，达到本科院校验
收标准。学院着重培养大气、土壤和

水资源治理、保护的高素质专业人
才，计划 2019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国公
开招生。同时，学院自身建设也突出
环保特色，把海绵学校、生态循环、节
能环保等理念融入学院建设中，打造
极具浓郁环保特色的校园。项目建
成后，将填补雁江区没有高等院校的
空白，对提升城东新区商机人气、促
进城市功能完善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必将为雁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环保
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打好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
攻坚战持久战

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召开

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资阳分中心正式成立

本报讯（黄勇军）3月以来，市农
业局组织全局驻村农技员，深入各
个县区乡镇田间地头，集中开展农
业技术指导。

3月 13日，局种子站农艺师驻村
农技员王建群到雁江区老君镇普光
村 4组荣素清责任地，指导马铃薯新
品种田间管护；3 月 16 日，局经作站
站长驻村农技员李威到雁江区南津
镇冻青村 5 组柑橘新品种春蜜露种
植大户魏金元的栽种园地，查看柑
橘栽种成活情况……截至目前，该
局 30名驻村农技员共开展农业科技
集中培训和进村入户指导 1240 人
次；全市 325 名驻村农技员、16 个专
家服务团和 139 个巡回服务小组共
开展技术服务 17385人次。

根据四届资阳市委第四轮巡察工
作安排部署，从 4月 9日起，市委 3个巡
察组将分别对雁江区宝台镇、祥符镇，
安岳县岳阳镇、团结乡，乐至县童家镇、
放生乡党委开展提级巡察，市委 3个交
叉巡察组将分别对雁江区教育局、区安
监局，安岳县教育局、县柠檬产业局，乐
至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党委（党组）开展
交叉巡察，时间为 40 天左右。根据巡
察工作规定，巡察组将按照政治巡察要
求，重点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夺取反
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以及巡视巡察整
改情况开展监督检查，主要受理有关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等方面问题，党员领导干部违
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问题，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问题，以及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欢迎广大干部
群众针对上述巡察内容反映问题、提供
线索。对反映涉法涉诉、个人诉求等不
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其他问题的，请按
照《信访条例》规定到相关部门反映。

一、雁江区
1.市委第一巡察组巡察单位：雁江

区宝台镇、祥符镇
联系电话：15760026643
电子邮箱：sjzyswxc1@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雁江区宝台大道 70 号宝台镇
政府出门口右侧；

（2）雁江区宝台大道 98 号天生社
区委员会（区人民医院城东新院背后）
出门口右侧；

（3）雁江区希望大道 105 号附 1 号
泥河风光一期出大门右侧（黄泥社区委
员会门口）；

（4）雁江区锦湾大街 103号东升花
园一期出大门左侧便民广告张贴栏；

（5）雁江区祥符镇政府门卫室出门
右侧信息公示栏；

（6）雁江区祥符镇南华街与政文路
交叉口金华大酒店（祥符镇政府机关食
堂）临街面外墙；

（7）雁江区祥符镇派出所出大门左
侧临街面外墙；

（8）雁江区滨江大道美食街 9（F）
4-0 号上善若水花园酒店右侧入口玻

璃墙面。
接待地点：雁江区滨江大道美食街

9（F）4- 0 号上善若水花园酒店 3 楼
8322房间。

2.市委交叉巡察一组巡察单位：雁
江区教育局、区安监局

联系电话：18328268294
电子邮箱：zyyjqxc4@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雁江区行政中心 2 号楼 3 楼侧
面电梯口（靠机关食堂）；

（2）雁江区行政中心 2 号楼 7 楼靠
区安监局消防通道；

（3）雁江区政府西路16-2雁江区教
师培训中心（原区教育局）出大门右侧；

（4）雁江区育才路 158号资阳中学
出大门左侧墙体（三贤九义校大门正对
面，公交站台处）；

（5）雁江区滨江大道美食街 9（F）
4-0 号上善若水花园酒店侧面入口左
侧玻璃墙面。

接待地点：雁江区滨江大道美食街9（F）
4-0号上善若水花园酒店3楼8888房间。

二、安岳县
1.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单位：安岳

县岳阳镇、团结乡
联系电话：15760026645
电子邮箱：sjzyswxc2@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安岳县岳阳镇西大街 216号西
大街垃圾库对面广告栏；

（2）安岳县岳阳镇乐西巷 16 号乐
至街小学大门右侧；

（3）安岳县岳阳镇学沟湾路 306号
四方井社区办公区入口左侧；

（4）安岳县岳阳镇羊市巷 41号附 1
号洗墨池社区办公区（实验小学旁）入
口右侧；

（5）安岳县岳阳镇北坝路东段 2号
三医院对面警亭后墙；

（6）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 48 号岳
阳镇政府大门左侧；

（7）安岳县岳阳镇经廉路 12 号奎
安社区办公室大门左侧；

（8）安岳县团结乡卫生院正门口右侧；
（9）安岳县团结乡警务区正门口右侧；
（10）安岳县团结乡农商银行旁原

农技站正门口右侧；
（11）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秦九韶

路北段13号柠檬花精品酒店大门左侧。
接待地点：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

秦九韶路北段 13 号柠檬花精品酒店 5
楼 8526房间。

2.市委交叉巡察二组巡察单位：安
岳县教育局、县柠檬产业局

联系电话：18140490980
电子邮箱：jiaochaxuncha@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安岳县岳阳镇中兴路县级机关
集中办公区4号楼县政务服务中心门口；

（2）安岳县岳阳镇海慧路 53 号县
教育局机关大门口左侧；

（3）安岳县岳阳镇上府街 66 号安
岳中学校门进门左侧橱窗后面墙上；

（4）安岳县岳阳镇海慧路 130号安
岳县实验中学北侧校门右墙上（县疾控
中心斜对面）；

（5）安岳县岳阳镇中兴路 1号县级
机关集中办公区 3号楼门卫处；

（6）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秦九韶
路北段13号柠檬花精品酒店大门左侧。

接待地点：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
秦九韶路北段 13 号柠檬花精品酒店 4
楼 8426房间。

三、乐至县
1.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单位：乐至

县童家镇、放生乡
联系电话：15760026647
电子邮箱：sjzyswxc3@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乐至县千业路 86 号满江红大
酒店大门右侧；

（2）乐至县童家镇东街 1号政府大
门左侧；

（3）乐至县童家镇原计生服务站大
门右侧；

（4）乐至县童家镇新综合农贸市场

大门左侧；
（5）乐至县放生乡政府大门左侧；
（6）乐至县放生乡农商银行（原农

村信用社）正对面。
接待地点：乐至县仙鹤大道 37 号

鑫鹏大酒店 9006房间。
2.市委交叉巡察三组巡察单位：乐

至县教育局、县司法局
联系电话：18328215323
电子邮箱：lzxc18328215323@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

（1）乐至县城天池公园公厕旁宣传
栏处；

（2）乐至县城西街口宣传栏处；
（3）乐至县千业路 86 号满江红大

酒店大门右侧；
（4）乐至县新南路 186号县教育局

大门口；
（5）乐至县千业路 68 号县司法局

大门口右侧。
接待地点：乐至县仙鹤大道 37 号

鑫鹏大酒店 8006房间。
巡察期间，如发现巡察工作人员有

违纪违规的，可通过市纪委监委信访专
用电话“12388”反映。

特此公告。
中共资阳市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4月9日

巡察公告

驻村农技员
田间地头忙

乐至：凝心聚力抗“旱魔”

农技员深入田间开展抗旱技术指导。

川内首所环保类高校在雁江开建
项目从正式签约到落地建设仅37天

4月8日，记者来到雁江区南津镇迎桥村5组，看到不少果农正在采摘和销售樱桃，由于地处县道资资路，迎桥村樱桃种
植户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将樱桃销售出去。村民刘婆婆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了65棵樱桃树，去年樱桃总共卖了12000余元，
今年又丰收，估计收入也不错。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上接一版）
统筹调水保民生。该县按照“先生

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水”原则，优先
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立足“抗大旱，救
大灾”思想，协调好各区域的生产生活
用水，组织实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和抗
旱应急工程修复；制定完善供水、用水、
放水抽水计划和应急方案，对水源进行
科学调度，坚决避免因水源问题引发抢
水、争水等社会矛盾发生。

截至目前，乐至已投入近3000万元，
对原引调水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供
水管道进行抢修维修。同时，乐至城区
已从 3 月 19 日开始实施限压分时段供
水，每天节约用水近5000立方米。

“水、旱”两手保春耕。面对严重的
旱情，乐至全力抓好大春备耕，坚持以
早治旱，开展灾情、水情调查，因地制宜
抗旱保苗；坚持以旱治旱、做好种植结
构调整，对无水源保障的农田实施“水
路不通走旱路”、改种旱作物，尽力避免
旱灾风险；推广抗旱技术，坚持科技治
旱，大力推广旱育秧、抛秧、地膜覆盖等
节水种植技术。

该县已派出 5个抗旱技术指导小组
30 名农技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指
导群众开展保水蓄水、播种春玉米、改
种抗旱作物等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水稻、玉米、

蔬菜等节水技术规程，并及时到各乡镇
进行技术指导。”4月 10日，乐至县抗旱
技术指导小组成员黄岗在石佛镇指导
群众如何改种抗旱作物和抓好蓄水保
水工作。

此外，该县还通过人工增雨、制作
节约用水小手册、播放节水公益广告等
方式营造全民节水抗旱的氛围，形成全
县上下合力抗旱攻坚局面。

广开水源
群众积极抗旱自救

面对旱情，乐至人不等不靠，积极
乐观面对，想办法、添举措，积极开展抗
旱自救工作。

在东山镇三元庙村，村民张思凤正
在地里忙碌播种玉米，打窝、撒种、浇
水、下肥、盖薄膜，动作麻利干净，一气
呵成。“今年天干得很，要早点下种，盖
上薄膜更省水耐干旱。”在附近的山坪
塘边还有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正在给
山坪塘清淤、修补缝隙，增强蓄水能力，
等待收集雨水缓解生产用水。

在龙门乡金鼓村，村民黎仁华请来
打井工人在自家门口打井。看着汩汩
清泉流出，脸上乐开了花。“不能光靠政
府，自己也要想办法。这不，24 米深的
井打好了之后，保障全家人的生产生活

没问题。”黎仁华说。
在蟠龙镇高山寨村，村民在农技员

的指导下采用水稻直播技术，省去了育
秧、秧苗管理、栽秧环节，有较少水源就
能确保水稻顺利播种。

……
对抗干旱，乐至人采取打深井、改

种抗旱作物、节水种植、修复清理蓄水
设施等系列措施，打响抗旱自救攻坚
战。

如今，乐至上下众志成城、举全县
之力，齐心协力赶走“旱魔”，千方百计
保障城乡供水和春耕生产用水，坚决打
赢抗旱供水保民生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