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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0 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
为1个月。

督导进驻期间：2018 年 8月
28日—9月28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8—
87306801、028—87306802、028—

87306803、028—87306804、028—
87306805。

专门邮政信箱：成都市A110
号邮政信箱（邮寄方式：到当地
邮政营业网点办理相关邮件寄
递）。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

00—20：00。
根据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导组职责，中央第10督导组主要
受理四川省涉黑涉恶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
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中央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
督导四川期间举报受理方式

经资阳市人民政府同意，从今年10月1日起，资阳市城市居
民生活垃圾处理费由资阳市海天水务有限公司按照6元/户·月
标准统一代收，所有收款直接纳入市财政专户。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市政府批准，一律不得减免、免交或缓交。

10月1日起
垃圾处理费由海天水务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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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建伟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各
级党委政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就如
何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
坚仗，9月 19日，记者采访了安岳县委
政法委副书记、县综治办主任、县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李江彪。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力有序
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李江彪介
绍，今年以来，安岳县不断深化思想认
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截至目前，共摸排线索
223 条，核实 145 条，78 条正在加紧核
查；6名违法犯罪分子慑于法律威严和

形势压力主动投案自首；共立“九类”涉
黑涉恶案件24起，抓获涉黑涉恶人员78
人，已移送起诉恶势力集团2个，正在加
紧侦办恶势力集团案件2件、恶势力团
伙案件1件，依法判决涉恶案件1起。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针对当前涉黑涉恶问题新动
向，安岳将如何作为？“把专项治理和系
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
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
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
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
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
效机制，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
倒性胜利。”对此，李江彪如是说。

将重点从提高政治站位、全面精准
排查、务实深入宣传、坚持依法严惩、健
全完善机制、压紧压实责任等六方面下
功夫、求实效。其中，在依法严惩方面，
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确保将黑恶势力
消灭在萌芽状态，并快捕、快诉、重判一
批涉黑涉恶犯罪案件，坚持依法依规办
案，确保办案质量；对群众关注度高、社
会影响大的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及时挂
牌督办，排除干扰阻力，确保打击效果。

在健全完善机制方面，以打掉“保护
伞”“关系网”为重点，进一步细化完善公
安机关、扫黑办与纪委监委、组织部的线
索双向移送机制，逗硬落实党员干部、公
职人员涉黑涉恶线索一案三查，一查到
底；以严打“村霸”、宗族恶势力为重点，

深入推进镇、村（社区）班子运行情况分
析研判，常态长效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
排查整顿，坚决铲除“村霸”、清除涉黑涉
恶村组干部；以增进协作、精准查办为重
点，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加强部门对
接，切实保证黑恶犯罪认定标准统一、案
件办理流转顺畅。

在压紧压实责任方面，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作为全县综治平安建设
重要考评内容，对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
乡镇、部门、行业、领域，一律按照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予以通报、约
谈、挂牌督办，直至“一票否决”，对问题
严重、整改不力、影响恶劣的，一律由县
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依法依纪严肃问
责处理相关责任人。

本报讯（詹锋）近日，笔者从雁江
区获悉，该区全力提升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水平，促进全区义务教育均衡、健
康、协调发展。今年以来，全区已启动
改造薄弱学校 10 所，实现“三通两平
台”覆盖学校 256所，组织音体美教师
转岗、信息技术、心理健康等各类教师
培训4085人次。

该区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
标，认真谋划打造校园文化，组织开展
禁毒宣传和法治教育进学校等主题活
动，提升办学品位，形成“一校一特色、
一校一品牌”的格局，促进学校内涵发
展。着力推进天立学校、幸福博文学
校、泥河幼儿园、刘家湾幼儿园等重点
项目建设，逐步缓解入学矛盾；进一步

抓好农村学校布局优化调整，扎实推
进丹山中心小学、东峰镇初中等“全面
改薄”项目建设，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
件。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抓好教
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音体美器材、
实验仪器等设备管理和使用，利用好
川中丘陵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改革试
点班经验成果，进一步提高学校管理
水平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学校教育
现代化水平，加强教育信息化的培训、
管理和使用，确保教育信息化2.0全面
运用。大力实施师资队伍提升工程，
加大教师引进力度和培训力度，抓好
名师、名校培养，加强与教育发达地区
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9月 20 日上
午，安岳县岳源乡宝林村人声鼎沸、热闹
非凡。原来，200余名村民聚集一起，共
同庆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9 月，正是柠檬丰收的季节。绿油
油的柠檬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柠檬果，
宝林村处处呈现出一派五谷丰登、瓜果
飘香的热闹景象。

宝林村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
活动以“柠檬丰收”为主题，通过摘柠檬、
挑柠檬、背柠檬、套柠檬、拔河比赛等系
列活动，分享丰收的喜悦，极大调动了农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了农
民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增强了广大
村民对柠檬产业发展的信心。

本报讯（宋岱谦）9 月 20 日，
由乐至县中天镇党委、政府主办
的农民丰收节暨中天好人表扬
仪式系列活动在镇文化大院开
幕，共有 1000 余人参加。

王氏豆瓣、朝天椒、泡仔姜
……走进活动现场，场地入口摆
放着各种各样的中天制造特色
农产品，吸引了大家围观购买；
在镇文化大院，20 余家单位的工
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详
细讲解农技知识、农机操作、法

律法规等。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表演，舞

蹈《西子荷风》《当兵就是那么
帅》，小品《洗脚》等 8 个节目为
大家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主办
方对一碗水村孝老爱亲好人左开
珍、泰岳村 93 岁助人为乐好人宋
良志等10人进行了表扬。

而拔河比赛、抗洪搬沙包接力
赛、粮食运输、四人五足、剪海椒把等
农民运动会项目，则让群众在充满
趣味、激烈的较量中，喜迎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为进一步
提高我市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努力
创建更加和谐的语言文字环境，近日
市语言文字委员会对我市社会用字提
出了具体要求。

社会用字必须执行的基本要求：
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应以《通
用规范汉字表》为准；简化字以1986年
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为准；异体字中的选用字以 1955年文
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准；汉语拼音
用字、字母书写以 1958年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
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准；拼写和分词连
写以2012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GB/
T16159—2012《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
规则》为准；计量单位的名称用字以
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在我国统
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所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标
点符号和出版物上数字的用法以国家
技术监督局 2011年 12月 30日批准的

GB/T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
GB/T15835—201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的规定》为准；国家对社会用字的标准
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公布的其
他有关规范标准。

社会用字中不得使用的不规范
字：已经简化的繁体字；已经废止的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
字；已经淘汰的异体字、旧体字；错别
字和自造字；不得利用谐音字改变词
语的原义；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名称
用字。

允许使用或者保留的繁体字、异
体字：整理和出版的古代典籍；文
物、古迹以及革命先烈、历史人物的
墨迹；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姓氏
中的异体字；老字号企业、涉外企业
的牌匾，名人名家题字以及已注册
的商标型用字；经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依法影印、拷贝的境外地区出版
的中文报刊、图书、电子及音像制品
等出版物；国家规定允许使用或者
保留繁体字、异体字的其他方面的
社会用字。

本报讯（唐慧灵）近年来，市人社
局紧密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
提升需求，大力实施贫困劳动力创业
意识+专业技能特色培训，帮助其实
现更高质量就业。

摸底市场调查，开展特色培训。
根据劳动力对高薪热门技工职业的强
烈培训意愿和需求，及时联合各县

（区）、乡镇开展就业培训惠民专项行
动，引入优质培训资源，量身定制“创
业意识+专业技能”订单式特色培训。

精心设置课程，确保培训实效。
培训实行小班制教学，各班学员不超
过 50人，从教材师资、课程设计、课时
保障和跟踪服务等方面提高要求，突
出“理论+模拟操作”培训模式，提高

实际操作所占比例。上半年，全市共
组织48期技能培训，培训2400余人。

严格培训监管，严把培训质量。
严格开班备案审批，采取全程视频监
控、不定时现场抽查和电话回访相结
合方式，加强培训全过程监管，确保培
训真实有效。加强后续服务，促进就
业创业。积极联系组织对口企业到培
训点开展现场招聘和双选会活动，既
送培训又送岗位，为学员提供“培训+
就业”无缝衔接的一条龙服务。

本报讯（罗亦）9 月 20 日，笔者从
乐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2018年第四次
全体（扩大）会议上获悉，该县着力抓
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加快建设“成
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扎实做好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
解。制定科学的安全风险辨识程序
和方法，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安全
风险辨识，建立完善安全风险评估分
级、事故隐患排查分级标准体系，组
织对公共区域内的安全风险进行全
面辨识和评估，绘制全县安全风险分
布图。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重点企
业、场所、部位、环节，深入开展各行业

（各领域）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严格
监督执法，持续加强打非治违，建立规
范有序的安全生产秩序；开展联合执
法，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加大隐患治理力度。深入推进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制定完善安全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规范建立健全隐
患排查治理台账，及时落实隐患整改。

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继续开展新
《安全生产法》的宣传教育，全面推进
“依法治安”；采取灵活多样、群众喜闻
乐见的宣传形式，进一步营造“关注安
全、关爱生命”的浓厚社会氛围。

切实做好应急救援。加强应急值
班值守，坚持领导带班和 24小时值班
制度，确保突发事件发生后信息渠道
通畅；加强对监管对象突发事件信息
报送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雁江全力提升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

乐至着力抓好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资阳人社：技能培训助脱贫
上半年已培训48期2400余人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进行时

坚决夺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性胜利
——访安岳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综治办主任、县扫黑办常务副主任李江彪

宝林村

中天镇

这些社会用字要求你知道吗？

欢庆丰收节

市公安局：
电话：028-26559336
来信邮箱：资阳市公安局扫黑办
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366号
雁江区公安局：
电话：028-26925829
邮箱：19888614@qq.com
乐至县公安局：
电话：028-23322146
邮箱：3508262101@qq.com
安岳县公安局：
电话：028-24536821
邮箱：17346774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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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20 日，市规划局
以“激发内生动力、欢度丰收节”
为主题，在联系贫困村安岳县大
埝乡莲洞村开展系列文体活动，
200 余位村民来到现场，共享丰收
节的喜悦。

为更好地进行脱贫攻坚宣传
教育，同时丰富活动的趣味性，市
规划局精心设计了“有奖知识问

答”“水中捞月”“五环映月”及“掌
上明珠”等适合村民参加的趣味
竞技活动，并准备了面条、洗发
水、洗衣粉、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
及月饼作为奖品。在“有奖问答”
环节，通过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民
一问一答、答后解说的互动，有效
加深了村民对脱贫攻坚知识要
点、党建知识、党的十九大及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等重要内容
的认知和理解。

一系列极具趣味的活动营造
了良好的节日氛围与宣传教育氛
围，大大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提升了宣传教育效果。村民们纷
纷表示，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好，
他们更有盼头了，对未来也更有信
心了。

市规划局
莲洞村

（上接一版）

文艺展示
精彩节目乐翻天

当日下午，宝森演艺厅内锣鼓喧天、热
闹非凡，安岳县兴隆镇中心小学的器乐表演

《鼓动普州》拉开了文艺汇报演出帷幕。
汇演分为幸福阳光、传承经典、放飞梦

想三个篇章。来自各县区城乡学校少年宫
的同学们带来了舞蹈、武术、戏剧、合唱等
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展现了同学们向真、
向善、向上、向美的精神风貌。来自安岳县
永清镇中心小学少年宫的舞蹈《阳光女

孩》，动感中传递着快乐；雁江一小的川剧
《小白花》表演精湛，让在场师生如痴如醉；
乐至县城西小学少年宫的武术《中国功
夫》，展现出中国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展示，博得了阵
阵掌声，现场欢乐无比。

据了解，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检
验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管理和使用水平，
我市每两年举办一届少年宫成果展。目
前，全市已建成中央项目少年宫38所，自建
学校少年宫 116所，同时协调 320个文明单
位结对共建，捐赠现金物资，实现了每个乡
镇至少建成1所学校少年宫的目标，学校少
年宫建设全覆盖。

挑柠檬。

剪海椒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