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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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部署，拟从4月11日起开展第二批联动
巡察，由市委第一巡察组对市国有资产
投资管理公司、市水务投资公司、市城市
建设投资公司、开发区投资公司进行巡
察，市委第三巡察组对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进行巡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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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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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20:00。

1、市委第一巡察组：市国有资产
投资管理公司、市水务投资公司、市
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开发区投资公司

进驻时间：2019年 4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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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区车城大道 125 号
市城投公司正对大门左侧墙体；④雁
江区三贤路 119号弘乐府售楼部一楼
正对大门左侧墙面；⑤雁江区滨河东
路一段商业文化广场 2号楼市国有资
产投资管理公司办公楼正对大门右侧
墙体；⑥雁江区现代大道2号资阳高新
区管委会办公区出口右侧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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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委第三巡察组：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进驻时间：2019年 4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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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区娇子大道一段
174 号大广场副食店外墙（原市规划
局停车场入口右侧）；④雁江区娇子
大道二段 116号市政务服务中心正对
1 号门左侧墙面；⑤雁江区娇子大道
二段 118号不动产登记中心二楼大厅
出门右侧石柱；⑥雁江区皇龙路 109
号原市林业局正对大门左侧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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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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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巡察公告

省委第五巡视组于 4 月 9 日至 5
月 9 日在资阳市雁江区开展巡视工
作。巡视期间分别设专门联系电话：
15828025019，电子邮箱：scxs5z@sina.
com，邮政信箱：资阳市 5 号信箱，接
访地点：资阳市委党校（学苑路 463

号），并在雁江区委（正兴街 209号）、
雁江区消防大队（汇兴路 323号）、博
雅饭店（外环路西一段 311 号）和新
华文轩资阳书城（和平北路 54-6号）
设置征求意见箱。巡视组每天受理
电话时间为：8:30—20:00。主要受理

反映雁江区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
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
访问题，将按规定由雁江区及有关部
门认真处理。

中共四川省委第五巡视组
2019年4月9日

中共四川省委第五巡视组巡视资阳市雁江区公告

为全面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工作，
按照省、市相关要求，资阳市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线索核查中心（简称“市
线索核查中心”）已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成立。市线索核查中心全面承担
涉黑涉恶线索收集、汇总、分流、核
查、督办职能，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和
社会各界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
个人信息及安全。对在打击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有功人员，将予以奖励；对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将依法从严从重
处罚；对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或恶意
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

法律责任。
举报电话：
资阳市：110 、028-26559336
雁江区：028-26925829
高新区：028-26095130
安岳县：028-24536821
乐至县：028-23322146
邮寄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

道 366 号（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线索核查中心）。

邮政编码：641300
电子邮箱：zysshb@tom.com
特此公告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9年4月16日

公 告

12315
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Ziyang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4 月 12 日，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市本
级不动产抵押登记窗口向金融机构延
伸试点工作开展 3 个月以来，近 900 名
群众享受到“快办不动产抵押登记，最
快 1小时办结”服务。

为进一步深化不动产登记“放管
服”改革，拓宽政银合作服务模式，方便
群众和企业不动产抵押登记，自今年 1
月 18 日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受
理窗口“前移”，增设在位于车城大道的
资阳农商行营业网点。市本级涉及农
商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
有权抵押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均由

“前移”窗口受理。企业和群众办理抵
押登记贷款由原来的“银行—登记机构
—银行”流程简化为银行一站式服务，
不用再到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受理
窗口提交抵押登记的申请和材料，节省
了不少精力和时间。

“现在办理方便快捷！”当日 10 时

许，在资阳农商银行不动产抵押登记中
心，市民李女士享受到办理的便捷，表
示十分满意。在现场，除了李女士，还
有数十位等待办理的市民，他们纷纷点
赞此项便民之举。

资阳农商银行渠道运营部副总经
理告诉记者，自 1月 18日开始营业至 4
月 11日，资阳农商银行不动产抵押登记
中心共办理抵押注销 949笔、抵押登记
877笔，已贷款金额 5.5亿元。最快 1小
时办结，真正起到了便民惠民的作用。

“目前只有资阳农商银行在开展试
点，以后可根据群众需求扩展到其他银
行机构，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惠民政策。”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与银行机构深
化合作，积极探索有效工作机制，总结
提炼试点经验，力争在深度、广度上进
一步拓展，全面实行不动产抵押登记的
下沉式服务，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让社会满意。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4月 16日，市
政协副主席孙军率市政协教科文卫委、
部分市政协委员，到市疾控中心专题调
研全市疾病防控体系能力建设，并召开
座谈会。

调研组一行参观了市疾控中心实
验室、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门诊以及
扩建项目建设现场，并听取了相关情
况介绍。孙军指出，疾病防控事关地
区形象和环境，丝毫不能马虎。希望狠
抓内部管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快
推进慢性病防治、提升卫生应急能力、

有效防控传染病、做好卫生监测等疾病
防控重点工作，加快引进专业高端人
才，培育一批爱岗敬业人才，优化学历
和年龄问题，加快扩建工程项目建设。
同时，市政协委员要加大对疾病防控工
作的关注和宣传，为全市营造疾病防控
良好环境。

据了解，目前，市疾控中心现有实
验室面积约 1300平方米，已建成艾滋病
确证实验室、流感国家网络实验室等，
在重大传染病防治、地方病防治、精神
卫生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我市切实做好疾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4月 16日，市
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毕生“关爱
饮水”捐赠仪式在雁江一小举行，市关
工委执行主任郭云放出席仪式。

捐赠仪式上，市新福祥商贸公司向
市关工委捐赠了 100 台总价值 568000
元的反渗透加热一体直饮机，这些直饮
机将全部捐赠给雁江区 26 个乡镇及城
区部分学校使用。

郭云放对爱心企业的善举表示感
谢，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整合社会

各方力量，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同
时，希望青少年们将这份爱心转化为学
习动力，并将爱心传递下去，以优异的
成绩回报社会、回报祖国。

据悉，市关工委还将持续实施“关
爱厨房、关爱饮水、童村同在”三大项
目，开展“梦圆大学、精准关爱、慈微
善助”三大行动，深化“我讲你听、与
工 匠 对 话 、创 新 伴 我 行 、书 香 伴 成
长”等系列活动，助力青少年成长成
才。

爱心企业向雁江区学校
捐赠100台直饮机

本报讯（任红英）为积极发挥青年
创新优势，助推泛在电力物联网建设，4
月12日，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开展首届青
年成长成才讲座暨青年创新创意PK赛。
来自公司各部门（中心）、基层单位的10
个青年创新技术团队带着自己的创新发
明，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PK大赛。

用ppt演讲、带来实物现场讲解、情
景剧表演……各青年技术团队在本次
PK 赛上紧紧围绕泛在电力物联网技

术、泛在电力物联网功能应用、商业模
式及业务创新三个方面展开，充分展示
了公司青年技术人员的创新创意成效。

“信息不处理，震动根本停不下
来。”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青年员工
胡佳佳和同事展示了团队研发的“监
控信息智能告警手环”。

谈起手环的创新灵感，胡佳佳表
示，自己所在的调度控制中心日常需要
处理来自电网的大量信号，指挥电网

正常运行。自己和同事研发的这款
告警手环可以在 500 米内收到设备
运行中发出的信号，如果遇到电网运
行中发生异常情况或事故，手环就会
不断震动，佩戴有手环的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就能处理突发情况。这有效
地辅助了工作人员处理电网系统发
出的信息，不会造成信息处理疏漏。

公司党委负责人对公司青年创新
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要不断引导青

年树立创新思维；二要持续完善青年
创新工作平台；三要坚持做好青年创
新服务保障。

据悉，长期以来，国网资阳供电公
司高度重视，大力鼓励青年员工开展
创新工作，青年技术团队发明的创新
成果，只要有价值，能真正对电力工作
带来帮助的，公司都会积极采纳。未
来，公司也会投入资金进行研发，或将
这些创意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资阳供电公司开展首届青年创新创意PK赛

资阳市非洲猪瘟疫情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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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4月 16日，我
市“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集中
宣传月暨“医疗保障基金专项治理行
动”启动。副市长周齐铭出席启动仪式
并宣布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周齐铭指出，要充分认识打击欺诈
骗保、维护基金安全的重要意义，各县

（区）以及相关部门必须从讲政治、讲大
局的高度，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医疗保障工作做实、办好。要深刻认识
维护基金安全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管好用好群众的救命钱。
参加启动仪式的各县（区）医疗保障

局主要负责人、医保经办机构和相关股
室负责人、定点医药机构代表、社会保险
基金社会监督员观看了打击欺诈骗保的
宣传片。定点医药机构代表宣读了“打
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承诺书。

据悉，根据国、省、市的统一部署，市
医保局将联合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卫
健委、市市场监管局等职能部门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

我市开展医保基金专项治理行动

□ 喻江红 彭晓君 肖谭林
本报记者 陶思懿

3 月 28 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纪
委监委主办，资阳广播电视台承办的

《阳光问政》第四期全媒体直播节目
中，反映我市部分乡镇存在河长制履
职不到位、乡村级河长巡河记录弄虚
作假的情况和相关部门迟迟不解决安
岳县鸳大镇大佛村李家沟水库水源受
到污染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责
任单位快速回应，立即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核实调查和督促整改。

加大河长制督查力度
确保基层巡河落到实处

节目播出第二天，节目中涉及的
雁江区中和镇、乐至县中天镇县（区）、
乡镇两级河长制办公室迅速展开联合
行动，对第四期《阳光问政》节目短片

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复核、督促整改。
据雁江区中和镇副镇长吴东叁介

绍，针对节目中反馈的中和镇巡河台
账存在着疑似复印造假问题，该镇立
即展开行动，不仅要求各村加强河道
的日常巡查，还将每周巡河资料的原
始档案上交至镇河长办进行查看，以
防类似情况发生。

另一边，乐至县河长制办公室工
作人员则在指导相关人员作巡河工作
记录：“比如，3月 10日发现有河道有漂
浮物，我们立即进行了打捞。3月 13日
再次巡河的时候，对 10 日问题整改情
况的描述，就该是‘整改到位’了。”

针对基层河长巡河记录存在的问
题，不仅涉事县（区）立即展开行动，市
河长制办公室也发出《资阳市河长制
办公室关于整改阳光问政涉及河长制
问题》的督办通知，要求各级河长制办
公室进一步对乡村河长履职加强指
导，推动河长制工作从“有名”到“有

实”，确保水环境持续改善。
“近期，我们会对县乡村三级河长

履职情况进行督查暗访，并将督查情
况通报给各县（区）总河长，对于履职
不力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将会在县
级总河长年度考核中进行扣分处理。”
市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周炬如是道。

承包养鱼合同已解除
多措并举保护水库环境

4 月 10 日，记者与市、县水务部门
及鸳大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一起来到
李家沟水库，详细了解具体整改情况。

“针对反映的水库承包养鱼的问
题，我们经过与业主多次谈判磋商，已
于 3月 20日解除了李家沟水库的承包
养鱼合同。”鸳大镇镇长唐驰江告诉记
者，节目播出后，鸳大镇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立即成立专门的工作队伍，开展
水源污染的核查和整改。

此外，针对村民反映的有人将鸡
粪倒入水库中养鱼的现象，记者再次
找到了当事村民李远国，他说：“是有
倒鸡粪、肥料、油枯那么一回事，也确
实是我亲眼看到的，但都是过去十几
年左右的事了。”

“我们一定会通过落实多种措施，力
争让水库的水质得到逐年的好转。”唐驰
江说，镇政府作为水库的监管主体，不仅
会全面落实镇村两级河长制，安排专门
的水库管理人员，常态化监管水库及库
区，还会加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
教育引导库区周边群众，养成良好的生
产生活习惯，尽量减少农村的各种面源
污染，保护好水库周边的环境。

安岳县水务部门还表示，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全县将按照全域供水的
规划，利用安岳大好水源，建设大水
厂，实施管道延伸，统筹解决全县各乡
镇及原先各管区的饮用水问题，让群
众都吃上干净水、放心水。

“阳光问政”追踪报道

督促乡村河长履职尽责
全面落实水库环境保护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下沉
900名群众畅享最快1小时办结服务

（上接一版）要深入学习领会彭清华在
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闭
幕会上的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五个必
须始终坚持”要求，以履职实效推动中
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引领各级人大代表认真履职，不断开创
人大工作新局面；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
治党要求，严格遵守对党员干部赌博行
为处理的各项规定，严禁市人大机关党
员干部发生各种形式的赌博行为，巩固

和发展良好的政治生态；要严格落实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利用地方名贵特产
谋取私利的规定》的各项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要严把选人用人关，切实防止干部

“带病提拔”。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文岳，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鸿、雷明、安
维宁、吴水波出席会议；副主任王存志
列席会议。

办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