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编辑伍晓玉 版式任成

新闻热线：028-26656119

要闻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新浪@资阳日报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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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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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4 日 16 时 40 分，有
群众向乐至县公安局工业集中发展
区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19年4月26
日在天池镇二环路宝林叉路口厂房
边捡到一名女婴，由类似羽绒样衣服
包裹，内有纸条，上写“生于2019年4
月 21日”，其身体外观无缺陷。乐至
县公安局工业集中发展区派出所接
警处置后，经立案侦察、DNA采集入
库、寻亲公告，均未查找到该女婴的
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现再次登
报寻亲。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四川省资
阳市乐至县民政局联系。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该弃婴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安置。

联系电话:028-23356223（唐先生）
乐至县民政局

2019年10月8日

资阳市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沱江穿
城而过。临江寺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沱江
干流中游资阳市老君镇境内，地理坐标
为：东经 104°37′51.6″～104°39′29.6″，北
纬30°13′37.4″～30°17′24.6″，工程坝址区
位于资阳城区以北约26km。

根据《四川省沱江流域综合规划》《四

川省内河航运发展规划》，沱江干流金堂
至富顺段航道等级为V级，临江寺水利枢
纽拟建的船闸属规划航运梯级的第10级，
拟建的水电工程属沱江干流规划水电梯
级的第9级；已建“引沱济九”城市水环境
工程的进水口位于临江寺水利枢纽库区，
项目兴建及库区水位抬升为其创造了利

于引水的条件，对改善九曲河环境用水及
资阳市城区水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四川省环科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
《资阳市沱江临江寺水利枢纽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现对环境影响
报告书信息进行公示，相关内容详见资
阳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http://szwzx.zi⁃

yang.gov.cn/news/show-7220.html）。公
众对该工程建设有何环保意见和建议可
与评价单位联系。

联系人：马女士 电话：13194866245
E-mail：4681737@qq.com。

资阳市瑞峰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8日

《资阳市沱江临江寺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寻找弃婴生父母（监护人）公告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9月 29日晚，在
《阳光问政》第七期全媒体直播节目中，有
网友打进热线反映雁江区中和镇污水处理
厂工程推进缓慢，询问工程到底何时才能
竣工？对此，市生态环境局、雁江区相关部
门于 9月 30日赶赴中和镇，检查污水处理
厂厂区项目和配套管网项目推进情况，并
约谈项目施工单位。

据了解，中和镇在 2013年确定建设中
和工业园区，并于2014年设立城东（中和）
中小企业园，镇域经济发展迅速，但污水排
放量也进一步扩大。目前，场镇生活污水
直排进入麻柳河，影响到麻柳河及阳化河
流域的环境质量，对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记者在中和镇污水处理管网建设工地
上看到，挖掘机等工程车辆正常作业，工人

们正在挖沟渠，安装管道。“污水处理厂厂
区建设实际在6月已完成，但因暴雨洪灾，
致项目设备受损，目前正在维修设备。污
水处理厂配套管网项目推进缓慢是由于工
程管网大部分沿河布置，前期雨季无法施
工，再加上管网线路更改较大，在2019年5
月才完成，导致工期拖延。”据施工现场负
责人介绍，厂区设备将于10月15日重新安

装，管网工程正加紧布设，截至目前已完成
总工程量 80%，剩余部分计划 10月底全部
完工。

当日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及相关单位
与施工方达成一致意见，将增加人员与机
械投入施工，每日汇报工程进展，严把质
量关，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污水处理厂
建设。

中和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正加快进度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连日来，市检察院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
要求，统筹推进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
点措施，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取得成效。

学习教育突出“实”字。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学深悟透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贯穿主题教育始
终。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发挥“头雁效应”，认真学原文、读原著、悟
原理。通过讲党课、领学文件、分享心得引领广大检察人员增强参
与主题教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共同推动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调查研究突出“深”字。坚持目标导向，深入研判多重改革对
检察业务、检察队伍带来的影响，针对资阳检察工作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和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注重调
研与督查同步推进，深入基层院、办案一线、对口联系村（户）了解
掌握落实服务保障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捕诉
一体等工作的情况，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办法措施，努力做
到调查研究、发现解决问题、总结推动工作同频共振。

检视问题突出“细”字。坚持问题导向，从实从细制定主题教
育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方案。广泛征求、听取社会各
界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认真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及司法办
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全面梳理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重点难点问
题，为整改落实提供精准靶向。

整改落实突出“快”字。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确定的专项整
治内容，列出整治清单、建章立制。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代表委
员提出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巡视反馈的问题等列出问
题清单，逐项细化实化整改思路，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制定现实
可行、行之有效的整治措施，推动整改成果转化。

市检察院

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首届资阳市退役军人
“就业创业之星”名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日前，首届资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之星”名单揭晓，资阳贝齿口腔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乐、
资阳市车城佳美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支部书记李雁鄂、四川
福德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鸿、资阳市四星驾校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春良 、四川铁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石用、安岳恒峰安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恒、乐至
县百姓源大药房董事长贺海峰、乐至县乐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庆山、乐至县中天镇川龙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勇
等9人榜上有名。

据了解，首届资阳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推选活动旨在
进一步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带动更高质量就业，以先进典型
引领示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展现当代退役军人风采，发挥
退役军人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经过 4个月的广
泛宣传发动，共有市、县（区）推荐的 36 名优秀退役军人参与活
动，最终按照政治立场坚定、遵守法律法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服务发展等要求，评选出9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举办资阳主城区土地推介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近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资阳

主城区土地推介座谈会，现场推介了位于雁江区生态小区二环路
北三段西侧的1宗90多亩优质土地，吸引了万达集团、新城控股、
中粮集团、蓝光地产、成都交投地产等28家房企。

推介会上，市成资同城化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土地矿
产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资阳区位优势，重点介绍了资阳发
展前景、投资环境投资价值。中心城区这一地块推介，将有助于
主城区相应地块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提升城市品位，让区域部
分稀缺资源得到高效开发利用。

为助力美丽幸福新村建设，9 月
26日，雁江区东峰镇在大田村组织村
民进行垃圾分类培训。市环卫处工
作人员向村民们讲解了生活垃圾分
类的概念，怎么区分可回收垃圾、有
害垃圾、其他垃圾以及如何正确地进
行垃圾分类等知识，并通过现场知识
抢答，解答群众疑难问题等使村民们
正确掌握垃圾分类方法，还为300余
户村民发放小垃圾桶。

本报记者韩成玺 摄

《阳光问政》追踪报道——

□ 本报记者 郭春荣

面面红旗招展，缕缕清风拂面。日前，
刚进入雁江区丹山镇袁桥村地界，喜庆的
国庆氛围扑面而来。

目前，该村策划举办了“携手共建 富
裕袁桥”迎国庆文艺演出，全村及周边村的
干部群众欢聚一堂，通过合唱、独唱、清唱、
舞蹈、诗朗诵、二胡、吉他、歌伴舞等形式，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歌颂党
的扶贫政策。

袁桥村是 2016 年脱贫的省级贫困
村。2016 年以前，由于缺水缺路缺产业，
经济基础薄弱，乡村景象萧条。2016年袁
桥村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后，得到了省、
市、区级扶贫项目资金支持和扶贫单位、爱
心单位、爱心企业资金物质帮扶。在村两
委和驻村帮扶队的带领下，村集体经济不

断壮大，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有劳
动力的留守人群也在家门口用勤劳和智慧
探寻致富之路。发展之余，该村建立了青
年表演队和老年表演队，农民夜校办起了
器乐培训班，每逢佳节大家聚在一起吹拉
弹唱便可组织起一台文艺演出。

“……精准扶贫讲实际……丰功伟绩
了不起/从古到今谁能敌/步步紧跟共产
党/全面脱贫奔小康”，贫困户代表、老党员
刘代超，年近7旬，自撰诗歌表达对党的拥
护和对祖国的热爱。刘代超由于妻子生病
而致贫，享受扶贫政策以来，家庭的医药费
大大减少，生活质量逐年提高。

威迈袁桥种植合作社法人代表彭代领
表演吉他弹唱。他是 2016 年响应扶贫政
策回乡创业的农民工，今年是他百亩青花
椒收获的第一年。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他
还带动十余户贫困户就业增收，每年支付务

工费近十余万元。他满心欢喜地表示，现在
家乡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他的产品又不愁销
路，做起产业来顺心顺手。他愿意毫无保留
地带动其他村民种植青花椒，抱团发展。

袁桥村青年表演队队员尹德芳是村里
的一位留守妇女，一年前她加入了青年表
演队，白天劳作夜晚排练，节庆应邀演出，
生活过得多姿多彩。不久前，村里通过村
民自愿募捐和帮扶单位帮扶，安装了84盏
太阳能路灯，村民夜晚出门更加方便。在
她眼里，家乡变化很大，越来越好。

袁桥村党支部书记尹祚银告诉记者，
2016年实施扶贫攻坚以来，袁桥村阵地建
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建党群活动中心
1处、提灌站 1座，维修提灌站 1座，硬化通
组路 6.4 公里，新开公路 6 公里，新修蓄水
池 28 口，硬化田埂 8 条，安装太阳能路灯
84盏。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建成循环经

济园区 1 个、养鹅场 1 处、稻虾基地 18 亩，
种植晚血橙160亩、李子70余亩，林下套种
中药材、海椒、黄豆、碗豆等短期作物。成
立了两个个体经济组织：威迈袁桥青花椒
专业合作社和乾鑫坚果专业合作社。为贫
困户维修、改建和易地搬迁 106 户。开展
各种文艺活动十余场等。

“目前人均收入近 6000 元，村民精神
物质生活得到质的提升，今后将按照规划，
继续流转部分土地壮大集体经济，逐步把
袁桥村打造为果林之村、康养之乡。”对以
后家乡发展，尹祚银成竹在胸。

喜看今日袁桥村

（上接一版）
——关注未成年保护，坚持综合施策，

确保服务管理措施到位。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研究，制定了预防未成年犯罪整改方案，
明确了检察、公安、司法、民政、教体、妇联、
团市委等部门职责，开展高危未成年人临
界预防，实施网格化监管“三色”预警，成立
了未成年人心理护航志愿者服务站，加强
农村留守儿童等重点青少年群体宣传教育
和权益保护，严防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拉
拢利用。

重拳出击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成效初显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资阳
全市各级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决策部署，精
心组织、周密谋划，以做好中央扫黑除恶第
10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以及中央督导“回
头看”各项工作为统领，始终坚持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来抓。
“一把手”负责制得到落实。市、县

（区）分别成立了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以及
党委、政府“一把手”任组长的中央督导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年度专
项斗争实施方案》《督导反馈问题整改方
案》《问题整改清单》，“清单式+责任制”推
动各项工作有力有效开展，全市治安形势、
社会风气、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高压态势不断巩
固，人民群众安全感逐年提升。

线索摸排核查质效大幅提升。去年中
央督导以来，新增线索 2353 条，较之前增
长 5倍。中央督导交办线索全部按期办结
并回复。

案件侦办取得新突破。全市累计侦办
涉黑涉恶案件19件。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案件2件，恶势力集团案件10件，恶势力
团伙案件 7件，九类涉恶案件 231件，刑拘
569人，扣押涉案资产2.26亿元。中央督导
后，新增涉黑案件2件、涉恶集团案件4件、恶
势力团伙案件3件、九类涉恶案件143件，查

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增加2.12亿元。
起诉审判步伐加快。检察机关共受理

审查起诉涉黑恶案件16件125人，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13件90人，其中认定黑社
会犯罪案件1件15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4件 9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 4件 34人。
中央督导后，新增起诉涉黑案件1件15人，
涉恶案件11件73人。全市辖区法院受理涉
黑涉恶犯罪案件9件，开庭审理6件，判决生
效2件，其余案件正加快办理中。

“破网打伞”深入推进。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核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206条，立案35件35人，办结30件，处理39
人。其中，涉及县处级干部1人，乡科级干部
8人，村（社区）干部9人，其他21人。中央督
导后，新增问题线索114条，新增立案16件
16人，新增办结17件，新增处理26人。

基层组织更加扎实。全市去年 157个
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实现晋位升级，
清理撤换“两委”干部 54 名。对 211 名村

（社区）“两委”候选人进行联审，取消 1名
候选人资格。

综合治理全面开展。在全省率先启动
行业乱点乱象整治工作，坚持市县（区）联
动、各部门协同，先后对征地拆迁、建筑工
程、交通运输、砂石资源等10个行业领域开
展为期一年的综合整治，摸排上报线索 17
条，查找行业乱象42项，突出乱点121处，已
整治乱点96处，其余正在按进度整治。

整改提质取得成效。中央扫黑除恶第
10督导组督导反馈我市政治站位、宣传发
动、依法打击、综合治理4个方面12个具体
问题，整改完成10个、按计划完成2个并长
期坚持。中央扫黑除恶第 20督导组“回头
看”督导反馈我市2个具体问题，全市制定
了详细整改清单，公安、检察、法院、司法、
团委、宣传、妇联、教体等部门分工协作，正
逐项实施。省委第五巡视组反馈市委 1个
问题，各地各部门按照整改任务清单，挂图
作战，正加快推进整改落实。

下一步，我市将着力在解决思想认识、
依法打击破案、“打伞破网”、综合整治、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利剑扫黑 铁腕除恶

（上接一版）
整改任务明确，整改措施坚决。多次

召开会议研究细化整改工作，制定了《联动
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联动巡察整
改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针对
4 个方面 14 个主要问题存在的 41 个表现
问题，确定了113项整改措施，分解整改任
务，逐项明确牵头领导、牵头单位及整改时

限、整改要求，确保整改工作不留盲区、不
留死角。

整改机制健全，监督管理有效。建立
了党总支统筹推进、主要负责人牵头总抓、
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党支部（部门）具体落
实、相关单位协同配合的整改工作推进机
制，确保整改工作走深走实。特别对于涉
及多个部门或相关单位联动整改的事项，

明确了牵头责任部门，建立了会商研究、协
调沟通工作机制，确保整改工作多方协同、
合力推进。以联动巡察整改为契机，全面
加强公司制度体系建设，新制定2项制度、
3项工作方案，修订完善 7项制度，推动公
司运营管理规范化、科学化。

李忠良介绍，下一步，市水投公司将
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巡察整改要求，牢固

树立“巡察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
诚”的意识，坚持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
度不减，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在提
高整改质量上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 后 续 整 改 工 作 ，巩 固 和 扩 大 整 改 成
果。同时，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统筹抓好
公司各项任务落实，推动公司转型发展
取得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