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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郝萃 陈元根）近日，市质
监局在部署 2018年我市工业质量品牌
提升行动时，要求做好“四道加法”，着
力提升我市工业质量品牌知名度与竞
争力。

一是“特色+品牌”，在宏观把控上
持续加力。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工程领域的企业和
产品，开展市政府质量奖、四川名牌等
培育，争取培育和争创市级品牌 10
个。二是“对标+诊断”，在培育指导上
持续加力。加大产品安全、性能、功能
等关键质量指标标准比对和检验检
测，开展专家企业行质量品牌诊断活

动，引入第三方质量机构，帮助企业查
找关键质量品牌问题。 三是“标准+
检测”，在推动落实上持续加力。加强
标准培训，提高行业采标率和达标
率。优化检验检测资源配置，鼓励企
业和检测机构合作，建立专业检验技
术联盟，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控制。
四是“方法+推介”，在营造氛围上持续
加力。通过开展“首席质量官”、6S 精
益管理、质量改进降废减损等活动，丰
富企业文化，推动企业建立健全质量
管理体系。利用“西博会”“川货全国
行”等市场拓展活动，引导资阳品牌抢
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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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加法”提升工业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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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雪 陈元根）为切实贯
彻落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相
关要求，6 月 7 日，市国土资源局有关
负责人率调研组到乐至县回澜镇，开
展“顺应基层政权建设形势，强化基层
国土资源执法力量”专题调研。

调研组与回澜镇党委、政府开展
座谈，了解群众反映强烈的征地拆迁、
地灾防治、宅基地审批、不动产办证、

违法占地等热点、难点问题，市、县国
土资源部门相关人员针对以上问题作
了解答，同时还针对当地如何实施乡
村振兴工作交换了意见。调研组提
出：一方面回澜镇党委、政府要切实履
行好属地管理原则，积极制止纠正违
法用地行为，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与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多沟通交流，
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

县国土资源局要充分履行好主管部门
的职能职责，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
大耕地保护力度，对违法用地行为要
及时制止和查处，依法依规维护好群
众的利益，在规定的法定时限内为群
众办理相关证照，用地保障上积极支
持回澜镇党委、政府开展基础设施、
乡村振兴等工作，为回澜镇经济社会
发展出一份力。

市国土资源局开展专题调研

推动乡村振兴及基层执法工作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6月 13日，
2018年全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培训举行，来自各县（区）公共机构节
能主管部门、市级各部门（单位）的节能
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共163人参加。

本次培训邀请成都根与芽环境文
化交流中心主任罗丹授课，就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的重要意义，生
活垃圾对人类和大自然带来的危害，

国、省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文
件规定，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细则以及如何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行
专题讲解。

此次培训，增强了机关干部职工
节能环保意识，强化了公共机构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为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推动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市开展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培训

本报讯 6月 10日至 13日，四川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项目围棋比赛在
广元市利州区举行，来自全省 18个市

（州）的 150 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资
阳市代表队派出 4 名运动员参赛，老
年组运动员郑建康经过 9 轮激烈比
赛，最终获得本次围棋比赛男子老年
组冠军，为资阳代表团在第十三届省
运会群众项目比赛上的第三金。

据了解，本次省运会群众项目围
棋比赛分为青年男子、青年女子组个
人赛，老年男子、老年女子组个人赛，
少年男子、少年女子组个人赛以及团
体赛共 7个组别的比赛。比赛采用积
分累计的方式决出最终胜者，所有同
组选手捉对厮杀，胜者积 2分，负者积
0分，如遇积分相同，将继续捉对厮杀，
直至决出最后的冠军。

我市郑建康获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群众项目围棋比赛男子老年组冠军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佳雨）
“我们以后要当文明人，做文明
事，以身作则哈！”6 月 13 日下
午，市委宣传部开展“道德讲
堂”进社区活动，来自市委宣传
部和雁南社区的工作人员同居
民一起围绕建设文明卫生社区
展开了讨论。

道德讲堂上，大家就社区居
民的文明用语、生活出行、纠正
不文明不卫生行为等展开大讨
论。同时，生动讲解道德模范、
感动资阳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
以身边人身边事影响大家，自觉
提升文明素质。

在热闹的会议室里，居民们
积极建言献策，展望文明未来。
居民李大爷表示，参加此次活动
让自己受益匪浅，以后将更加注
重讲文明、讲卫生，要从解决身边
问题着手，把文明卫生相关工作
做得更好。

本报讯（记者 何柳）6月 13日，为
推动“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开
展，市建设监察支队召开全市建设领
域互动式行政执法工作座谈会，支队
全体干部职工与全市部分房地产企
业、建筑企业、物管企业、燃气企业干
部职工齐聚一堂，相互沟通交流，共
同为提高建设领域执法工作质量和
水平献计献策。

座谈会上，市建设监察支队通报

了近年来全市建设监察执法工作情
况，在场企业负责人针对执法工作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市建设监察支队
负责人表示，建设行政执法工作是维
护资阳建筑房地产市场公平正义、有
序竞争的重要手段。支队将认真梳
理企业提出的合理诉求并制定出具
体的整改措施，限期纠正整改到位。
在今后的工作中，支队将严格按照

“执法专业化、巡查制度化、办案规范

化”的原则，在执法中体现服务，在服
务中规范执法，不断提高执法工作的
质量和能力。希望各企业也要充分
认识到自身既是执法对象，更是执法
受益人，牢固树立起“违法可耻而且
损人害己，守法经营才能保障公平竞
争、长远发展”的理念，自觉遵守各项
法律法规，政府、企业同心同向，共同
努力营造资阳城市建设的良好秩序
和优良环境。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

全力提高建设领域执法工作质量和水平

（上接一版）
今年,杨小容分批次卖羊和肉牛，

收入 4万元不成问题。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

曾世才是甘家店村典型的贫困
户，最初不是艰苦奋斗的典型，而是

“等靠要”。这是他给蒋未留下的第一
印象。2017 年 5 月，蒋未到曾世才家
时,发现曾世才两口子正在看电视。
而其他村民在田地里干活。“如果一家
人不努力奋斗，永远也改变不了现
状。”蒋未对曾世才说。

受郭素兰、杨小容等人的影响，在

蒋未的思想动员下，去年底,曾世才开
始了他的致富行动。他首先从郭素兰
家赊了 4 只兔子,再从杨小容家赊了 2
头羊。如今，曾世才已经有了 4 只羊
和 10只兔子。此外,他还养蚕和鸡。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曾世才
说，郭素兰走路都要靠凳子还创业，大
家能干，我为啥不能拼？

在蒋未和村民们眼里，曾世才是
村里精神面貌变化最大的贫困户。他
的爱人每天外出割草，他负责给牲口
喂食。起早摸黑，尽管辛苦，但曾世才
看到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希望，并且
这种希望正一步步实现。

原载6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4版

道德讲堂进社区
提升居民文明素质

（上接一版）

修建公路 乡村巨变

“要想富，先修路。”家喻户晓的谚
语揭示了一个被实践不断证明的发展
规律，那就是农村地区要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没有公路就无出路。

水泥路(油路)到乡到村，打造 30分
钟县域经济圈，畅通内循环。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底，安岳县纳
入四川省公路基础数据库统计公路总里
程 共 计 5997.404 公 里 ，其 中 ：国 道
117.915公里、省道6.915公里、县道408.3
公里、乡道 320 公里、专用公路 10.4 公
里、村道 5133.8公里；沥青混凝土、水泥

混凝土等级公路里程为 4421.088公里，
占总里程的 74.3%；全县 926 个建制村
实现 100%通水泥硬化路目标。

数字是枯燥而乏味的，但可以直观
地见证变迁，诠释进步。

“门口这条路硬化了，晴天路上没
土，下雨天也能出门，货车开到村里了，
我们种的农产品也可以拉出去了。”说
起农村公路建设带来的变化，安岳县南
薰镇红山村村民罗大军逢人便说。

四通八达的农村水泥公路网，改
变了安岳县过去农村公路普遍存在
路况差、等级低、断头路多的状况，群
众行路难、农副产品运输难、产业发
展难等一系列制约群众增收的难题
得到解决。

实干保畅 质在提升

清理水沟 282公里，转运水沟弃土
和垮塌方 940立方米，疏通桥梁泄水孔
73 个，清洗波形护栏 25000 米，修补龙
中路、国道 319 线油路面坑凼 15000 平
方米……在加快筑路的同时，安岳县在
公路养护和管理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该县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求真务实
的作风，全力抓实交通运输行业管理，
干部职工依法行政能力逐步增强，群众
对交通的满意度逐年提升。在全县范
围内建成了文化、毛家等 10 个养护管
理站，在 69 个乡镇均成立交管办。全
县所有道路实现了分级管养：县公路养

护管理段负责道路保通保畅保洁、日常
维护、隐患排查治理等；县公路路政管
理大队负责道路的路产路权维护、路域
环境整治、超限治理等；村民委员会负
责村级公路的日常养护及相关管理工
作，实现了有路必管，管必到位的格局。

同时，该县还依法对公路两侧占
（利）用公路路产从事经营作业、在公路
及公路用地内设置非交通标志、穿(跨)
越公路埋设管线、利用公路搭接平交道
口等情况进行清理、登记，对有安全隐
患的予以取缔。据了解，2017 年，共计
拆除公路用地内的非交通标志 200块、
广告横幅 1500 余幅，取缔违法占（利）
用公路路产行为 34 处，办理各类路政
许可案件 33件。

条条玉带连希望

本报讯（杨国华 李敏）按照中央、
省、市关于做好节能宣传周工作的部署
要求，近日，安岳县多措并举，全力确保
节能宣传周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安岳县机关事务管理局迅速组织
召开局务会、干部职工大会等专题会
议，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要
求，组织学习《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形
成真抓实干促节能、凝心聚力抓落实
的工作合力。该县制定了节能宣传周
活动实施方案，印发活动通知，印制宣
传画 5000张。借助安岳县委办短信平
台，每天向全县干部职工发送一条节
能公益短信；利用《安岳之窗》、安岳广
播电视台、“中国·安岳”网等宣传媒介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宣传；各部门、乡
镇运用标语、LED屏、交通信号灯等方
式进行宣传，营造浓厚的舆论宣传氛
围。以节能宣传周为契机，大力倡导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
式，组织开展节能产品生产、废弃电器
电子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处理、新能源
汽车研制等“走进绿色企业，体验低碳
环保”活动；深入学校、社区、乡镇、医
院开展节能宣传宣讲，为单位和群众
送去节能宣传手册、节能灯、节能伞等
物品。截至目前，安岳县开展各类节
能宣传活动 80 场次，赠送节能灯 60
个、节能伞 100 把，投入节能宣传资金
12000元。

安岳多举措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近日，我市国道318线文峰桥、童家桥、童家一桥，国道321线柏树桥，国
道 351 线高寺二桥 5 座病危桥改造提前一个月竣工通车，过往车辆无需绕
行。另外，国道318线大拱桥、朱家桥，国道319线跃进桥3座病危桥改造有望
在本月底完成。图为改造后的国道318线童家桥。

本报讯（罗亦 记者 郭春荣）6月
13 日，乐至县大地春园林美食城天
鹅宫内，以荷为主题的摄影作品环
绕，充满了田园诗意。当日，“乐在
蜀中 至善至美”封面主题周走进
乐至·田园生态游推介会暨第二届
田园诗会等系列活动在此举行，精
彩纷呈，川内文艺界大咖聚集，和
乐至人民共同品味帅乡乐至田园
诗韵。

据悉，此次活动由乐至县与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开展，以荷
为主题，旨在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
乡”。活动分为 3个部分，上午举行
了“中国·乐至田园生态游”推介会，
对乐至的美食美景、旅游线路进行
了推介；下午举行了“中国田园诗歌
之乡”2018乐至端午咏荷会，分“诗·
读荷”“情·诵荷”“画·画荷”“意·舞
荷”四个环节；晚上开展“中国田园
诗歌之乡”2018 乐至“怡然帅乡 致
雅齐鸣”古琴演奏会，铮铮古琴声
中，数首经典曲目展现，古风怡人。

活动中，著名诗人、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副主任梁平分别做了主题
演讲。著名诗人张新泉诵读一首自
己创作的诗歌《立春那天的鸭子》、
乐至当地儿童和成都儿童现场诵
读、四川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海光老
师为大家诵读《荷塘月色》片段、喜
爱画画的乐至农民刘祚冬当场拜国
画大师孙祥为师。

“乐至有着深厚的底蕴，是一个
让人留恋的城市。”著名诗人张新泉
第二次来到乐至，对乐至打造“中国
田园诗歌之乡”充满信心，希望乐至
继续完善载体，让“中国田园诗歌之
乡”享誉全国。

“以后每年我们将会开展不同
主题的田园诗会活动，加强文旅融
合，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推动
乐至城市文化品牌的提升和经济社
会发展。”乐至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如是说。

乐至举行第二届田园诗会系列活动

加强文旅融合 打造“中国田园诗歌之乡”

活动现场荷花娇艳。

舞蹈《西子荷风》。 国画大师孙祥现场画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