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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工作
要求和四届资阳市委第七轮巡察工作
安排部署，市委组建 2 个巡察组配合
省委第五巡视组开展巡视巡察联动工
作，拟分两批开展巡察。第一批巡察，
由市委第一、第三巡察组分别对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法院进行巡察，时间
为 1 个月左右。根据巡察工作职责，
巡察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领
导班子及其成员（除省管干部外）、其
他市管干部以及所属管理单位主要
负责人、重要岗位干部问题的来信、
来电、来访，重点受理有关党的领导
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
不力等方面问题，关于违反政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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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组每天受理电
话的时间为：08:30—20:00。

1、市委第一巡察组：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进驻时间：2019年3月9日

联系电话：15760026643
电子邮箱：sjzyswxc1@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公

区二号楼1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②市
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对大门右侧外
墙；③雁江区松涛路 284号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正门出大门右侧玻璃墙面；④雁
江区天台路368号综合办公大楼1楼门
厅左侧电梯墙体；⑤雁江区公园西路三
巷50号一楼门厅正对电梯左侧墙体。

接待地点：雁江区新城路 99 号市
纪委监委机关、市财政局办公楼 7 楼
713办公室

2、市委第三巡察组：市法院
进驻时间：2019年3月9日
联系电话：15760026647
电子邮箱：sjzyswxc3@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公

区二号楼1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②市
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对大门右侧外
墙；③雁江区康乐路 49 号市法院正对
大门右侧“法院公告”栏旁；④雁江区娇
子大道南三巷入口右侧墙上（万达广场
1号门对面）。

接待地点：雁江区新城路99号市纪委
监委机关、市财政局办公楼7楼705办公室

特此公告。
中共资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9日

巡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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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资阳市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028-26527168
雁江区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028-23035887
安岳县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028-24502283
乐至县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028-23323893

资阳市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3月13日，
我市举行信息工作暨业务培训会议，
表扬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部署
2019年全市信息工作，开展信息工作
专题培训。市委常委、秘书长周燕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
度重视信息工作，加强信息报送，始
终围绕中心大局谋划推进信息工
作 ，把 信 息 工 作 抓 实 抓 好 抓 出 成
效。要全力攻坚突破，坚决守住紧
急信息底线，认真学习《紧急信息报
送有关要求》，准确把握报送范围、
报送程序、报送规范、报送时效，做
到首报及时主动，续报准确细致，终
报全面清楚。要加大向省直报力

度，全力以赴扭转资阳在全省排名
落后局面，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和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七件大
事”和五个方面重点工作及时收集
反映情况。要坚持问题导向、发展
导向、目标导向，及时准确全面反映
基层实践和社情民意，喜忧皆报、实
事求是，尤其要加大问题建议类信
息报送力度，切实为党委、政府提供
可靠的信息服务。同时，要坚持领
导带头，认真履行审核把关职责，切
实提高信息报送质量，建强信息工
作队伍，树立全员信息的理念，提升
信息工作质量水平。

省委办公厅信息处相关同志到
会指导。

根据商务部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
监测系统显示：2019 年 2 月，我市生活
必需品供应充足，品种丰富，涨跌互
现。监测的 56 种生活必需品中，30 种
商品价格上涨，占 53.6%；15 种商品价
格下跌，占 26.8%；11种商品价格持平，

占19.6%。

据商务部重点流通企业监测系统
数据显示：2019年 2月，我市 46家重点

零 售 样 本 企 业 实 现 商 品 销 售 额
12734.91万元，同比下降5.31%。

我市2月重点零售企业销售情况

我市2月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切实提升
全市信息工作质量水平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3 月 12
日，雁江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率队到
航向九义校、三贤九义校、刘家湾幼
儿园和幸福博文学校项目现场，了
解项目推进情况及推进过程中的困
难，现场研究解决，推动各项目早日
建成投用。

该区要求，各职能部门要高度
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完善
硬件设施，优化师资力量，确保适龄
儿童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要加强配合，千方百计强化项目建

设的要素保障，高质量、高标准、高
效益推进学校项目建设，为学生学
习和成长创造更好更优的学习环
境。要加大在建项目的监管力度，
确保项目施工保质保量推进，为学
生学习和生活建设环保安全的校
舍。要紧盯项目工期，采取有力措
施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要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合理
化，不断提升全区教育教学水平，真
正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本报讯（刘琇 记者 李小凤）3 月
12日 ，省人社厅副厅长田杰一行到我
市，调研稳就业和人力资源市场建设
工作。

田杰一行先后到中国牙谷科创
园区、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发展中心

（云创智谷）、资阳口腔职业学院、市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资阳市创新创
业园）、资阳高新区天府国际口腔孵
化园及口腔装备材料企业博恩登特，
详细了解就业形势、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建设及发展、创新创业园建设等情
况。他指出，资阳要围绕园区用工、
重点产业招才引智需求，发挥好市场
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
起点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形成
园区功能互补互促，重点打造围绕口

腔装备材料产业等的专业性人力资
源服务业；要利用成资同城化机遇，
引进服务产业的职业教育机构，增设
特色专业，实现职业教育提档升级。

市人社局主要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严格按照省厅要求，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关于稳就业的决策部署，
着力在促进就业、稳定就业形势、加
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上狠下功夫、力
求实效，进一步推动人社工作再上新
台阶。

本报讯（韩菊芳）3 月 6 日，笔者
从乐至县委政法工作会上获悉，该县
今年将围绕中心、强化举措、攻坚克
难，努力实现政法工作新突破。

坚决打赢国家安全保卫仗、抓
好涉稳问题源头防范化解、抓好重
大活动维稳安保工作、抓好社会面
管控工作，进一步夯实维稳工作基
础。坚持高压态势，打好侦破大案
要案“攻坚战”、深挖幕后保护伞“突
破战”、黑恶案件依法快诉快判“司
法战”、行业领域乱象整治“阵地
战”、铲除土壤“持久战”，全力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平安

建设活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深入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新型社
区治理体系建设、基层基础规范化
建设、平安建设满意度测评整改，全
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
建立健全“全链条”打击体系、“全要
素”监管体系、“全覆盖”宣教体系、

“全环节”戒治体系、“全方位”预警
体系，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
争。深入推进政法机构改革、司法
体制改革、执法规范化建设、政法公
共服务改革，推动形成政法系统改
革新格局。突出队伍建设，全力铸
造新时代高素质政法铁军。

本报讯（陶俊伶）近年来，安岳县全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创新工作举
措，持续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共享发展成果。

——发展特色种养业。大力发展
安岳柠檬、温氏养猪等特色种养殖业，
2018年在贫困村发展经果林 2.6万亩、
蔬菜1859亩、中药材2992亩、渔业3550
亩，出栏猪牛羊禽类 110 万只（头）；引
进温氏养猪龙头企业，在全县 6个乡镇
实施9个生猪养殖项目。

——发展乡村旅游业。岳阳镇、
通贤镇、岳新乡等乡镇成功创建四

川省乡村旅游示范镇，建成具有一
定规模的乡村旅游景点 30 多个，成
功 创 建 省 级 四 星 级 农 家 乐 5 个 、四
星级乡村酒店 1 个、三星级农家乐 7
个、乡村旅游精品村寨 1 个，带动就
业 6 万余人。

——孵化农村电商。采取“政府+
电商企业+贫困户”发展运营模式，在
贫困村和非贫困村新建电商服务店，构
建农村电商应用网络，引进阿里巴巴、
京东等 10 余户电商企业，建成交易平
台 60 余个，成功培育电商企业 500 余
户、网店微店6000余个。

本报讯（朱国强）3 月 5 日，安岳县
召开石油天然气地企座谈会，安岳县相
关负责人同西南油气田公司负责人对
安岳县境内的油气开发相关事宜进行
沟通交流。

安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油气开发
利用，依托“安岳气田”资源，把以天然气
开发利用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全县

“1+2”主导产业之一，成立天然气产业开
发利用推进办公室，加快建设中石油安
岳净化厂、通贤清洁能源产业园等项
目。长期以来，与西南油气田公司始终保
持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了油气合作项目

的顺利推进，促进了安岳经济社会发展。
会议提出，双方要进一步完善机制、

深化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加强对
接和沟通交流，共同解决项目推进中存
在的具体问题。县级相关部门与乡镇一
定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全力做
好服务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列出问
题清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明确
责任和时限，逐项加以解决。要加强监
督检查，对在工作中推诿扯皮、不作为、
不愿为、不敢担当的干部要严肃追责问
责，确保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利用顺利推
进，为安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

我市大力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工作

强化学校项目建设

促进政法工作上台阶

坚持问题导向 列出问题清单

化解油气开发利用项目难题

持续培育乡村产业拓宽农民“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3月13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道安委副
主任吴宗权主持召开专题工作推进
会，安排城区缓堵保畅民生实事打造
城市“3＋3”（“3＋3”即：3条主干线路
和3条辅助道路）畅通道路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市、区各相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资阳城区缓
堵保畅民生实事打造城市“3＋3”畅
通道路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创新管理
手段，齐心协力推动缓堵保畅各项工
作落实落地；要正视问题，把资阳城

区道路堵塞的问题搞清楚、摆出来，
坚持长短期结合的原则，集中力量，
重点突破，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工
作，推进打造城市“3＋3”畅通道路工
作持续有效开展；要整体联动，形成
合力，切实改善市民出行环境，树立
良好的城市形象。

会前，参会人员实地察看了城区
海峡路口、北门路口、客运汽车总站
路口、九曲河大桥路口、雁北路、兰家
坡“断头路”的交通情况，现场研究缓
堵保畅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多措并举
为残疾群体提供全方位服务

陈军（化名）是雁江区雁江镇前进
村人，几年前，因强直性脊柱炎致残，
治疗时花去医药费 4 万余元，原本不富
裕的家庭在庞大的就医支出中显得力
不从心。

残联工作人员在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主动帮助其申请医疗保险，减轻医
疗支出。在了解到陈军对水产养殖感
兴趣时，工作人员几次奔波协调农业
部门，为他提供水产养殖相关的技术
培训。学有所成后，工作人员帮他找
到一处 5 亩多的荒田作为养殖水产的
专用场地，并申请到一笔 3000 元的创
业扶持资金。

目前，陈军的水产养殖业红红火
火。回顾自己这几年，他充满感激地
说：“是残联的工作人员让我感受到，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真正关心我、实
实在在地想帮助我。我要用尽自己的
全部能力，努力把水产养殖做大做强，
实现可观的经济收益，回报各级各部
门对我的关心。”

对陈军的帮助，只是市残联多措并
举为残疾群体提供全方位服务的一个缩
影。2018年，市残联大力推动涉残民生
工程，全面深化新时代“量体裁衣”式残
疾人服务，各项工作取得了取得了显著
进步——

涉残民生工程成绩突出。我市完成
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 28474 人，完

成率137.56%；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发展
生产5630人，完成率125.39%；为4681名
贫困残疾人适配亟需的基本型辅助器
具，完成率 116.32%；为 101 名贫困家庭
脑瘫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完成率 101%；
救助贫困家庭听力残疾儿童 49人，完成
率 104.26%。民生实事方面，为 4000 名
盲人和重度残疾人办理免费乘坐城市公
交车 IC 卡，完成率 100%；开展“圆梦行
动”，为残疾人免费发放轮椅、护理床等
辅助器具3195件，完成率100.53%。

“量服”工作再上新台阶。共录入
“量服”平台 201783人，按照“一人一策”
制定需求 199536 人，落实 199380 人，为
残疾人提供康复、就业、医疗、文体等服
务1927002项次；56家机构加入“机构量
服”为残疾人提供精准服务。围绕“量服
康复”“量服教就”“量服维权”等 6 大版
块，组织市、县级培训 28期，累计培训人
数4665人。

此外，还建立起残疾人就业创业、教
育资助等长效机制；加强残疾人高考保
障；开展文化助残、志愿助残、康复助残、
扶贫解困等一系列助残活动；承办全国
残疾人网球锦标赛；组织参加全省第九
届残运会暨第四届特奥会；做好残疾人
信访接待、出行支持工作；加强残疾人工
作者队伍精准管理；加强志愿者服务工
作；加强残疾人证发放工作。

多管齐下
开创残联工作新局面

2019年，市残联将聚焦“全面落地落
实年”主题，继续强力推进涉残民生工
程、民生实事、“量服”工作等再上台阶。

狠抓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确保残
疾人权益。加强对涉残民生工程和民生
实事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圆满完成 2019
年城乡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重度残疾
人发放护理补贴等民生工程和民生实事
目标任务。继续推进“圆梦行动”，于
2019年全面开展残疾人假肢适配工作。

精准有力推进“量服”工作。强力推
进各项涉残民生工程、民生实事，抓好精
准转化，“智慧量服”全面普及，“机构量
服”和“开放量服”全面实施，推动残疾人
教育就业、医疗康复、宣传和文体、维权
组联再上台阶，力争我市残疾人工作在
2019年迈入全省前五强。

狠抓项目建设，建好康复中心。目
前，市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体建设已完工，
在深入调研和参观学习的基础上，不断
加强与市级相关医院的衔接，积极研究
合作模式、谋划运营工作。力争 2019
年，在雁江区康复中心建成投用的基础
上，推动市本级康复中心和乐至县康复
中心全面投用。

雁城将推进城区缓堵保畅工程

生命因关爱更精彩
——市残联2018年工作综述暨2019年工作展望

有一种爱，可以传递
力量；有一种奉献，
叫永不放弃。2018

年，全市残联系统紧紧围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继续
深化“量服5335战略”，以
提升“量服”能力、锻造“量
服”作风为突破口，下足“绣
花”功夫提升“量服”“四个精
准”，全面深化新时代“量体
裁衣”式残疾人服务，不断增
强残疾人群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2019年，市残联系统将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围绕
“量服百年老店”战略，强力
推进各项涉残民生工程、民
生实事，继续推进“圆梦行
动”、残疾人教育就业、医疗
康复、宣传和文体、维权组联
等工作再上台阶。

□ 苏秋伃

本报讯（记者 赵明）3月12日，资
阳日报社、太平洋人寿保险资阳中心
支公司、太平洋财产保险资阳中心支
公司邀请其帮扶的安岳县毛店村和
双岔村两委班子成员来到资阳，参观
资阳城市建设与发展成就，座谈今年
脱贫攻坚工作。

座谈会上，三家帮扶单位和两个
联系村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讨论今
年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并对两村基
础设施、危房改造等项目的帮扶资金
进行了审议。

两村的班子成员说，过去一年，
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明显：产业发展带
动农户增收，儿童之家丰富了全村儿
童的文化生活，道路硬化、沟渠等基

础设施的修复大大解决了农村出行
难、灌溉难的顽疾，感谢帮扶单位的
努力。资阳日报社等三家帮扶单位
表示，将紧紧围绕目标任务，有针对
性地补短板，切实做到“两不愁三保
障”；开展好形式多样的结对帮扶活
动，如义诊、鼓励干部职工下乡劳动
等，分散式多频次进村帮扶，并形成
机制；着力提高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
能，组织村上的精壮劳动力开展学
习。

毛店村和双岔村两委班子成员
参观了资阳市规划展示馆和资阳城
区重点民生工程，被近几年资阳城市
建设与发展成就所鼓舞，增强了带领
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

日报社等帮扶单位邀请联系村两委班子来资阳

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感受资阳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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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政治抓落实求突破提士气
聚焦全面落地落实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