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2019年11月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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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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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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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任前公示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四川省党政领

导干部任职管理办法》等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
把干部选好选准，现将廖荣江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廖荣江，男，汉族，民盟，1963年 2月生，党校大学，现任
资阳市财政局副局长、民盟资阳市委主委，2017年11月任现
职，2012年4月任现级。拟任副厅级领导职务。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在德的方面
有不良反映，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违反廉洁
自律的行为，请于 5个工作日内（11月 2日至 11月 8日）通过
信函、电话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或资
阳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并提
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28-12380，028-
86602574（传真），举报网站：http://sc12380.gcdr.gov.cn。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2019年11月1日

（上接一版）
离开社区时，居民们热情聚拢在路边，

争相同总书记握手道别。
3 日下午，习近平听取了上海市委和

市政府工作汇报，对上海各项工作给予肯
定。他希望上海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持之以恒，再接再厉，奋力创造
新时代新奇迹。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
水平。要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
活、生态等各方面，发挥好政府、社会、市民
等各方力量。要抓一些“牛鼻子”工作，抓
好“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坚持从群众需求和城市治理突出问题
出发，把分散式信息系统整合起来，做到实
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
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
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要履行好党和政府的责任，鼓励和支
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

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推进党中央交付
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实。上海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要进行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
放，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
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
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
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
试验田，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强化制度建设，提高经济质量。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要坚守定位，提高上市公
司质量，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强化信息披露，合理引导预期，加强监
管。长三角三省一市要增强大局意识、全
局观念，抓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贯彻落实，聚焦重点领域、重
点区域、重大项目、重大平台，把一体化发
展的文章做好。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积极配置全

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资
源，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突
破口，加快提高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程
度。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
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
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
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
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
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
心技术。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坚持
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战略定位，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
价值链高端地位。要强化开放枢纽门户功
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勇
敢跳到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去搏击风
浪、强筋壮骨。

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推进党的建设。
各级党组织要在巩固和拓展第一批主题
教育成果的同时，抓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并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使“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常新。开展主

题教育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衡量
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尺就是解决问题、推动
事业发展。第二批主题教育重点在基层，
在群众家门口开展，更要求真务实，奔着
问题去、盯着问题改，让群众感受到新变
化新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攻
坚克难，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经受
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
要以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为重点，在强
基础、补短板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强调，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
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
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
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
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丁薛祥、刘鹤、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上接一版）
在验收方式方面，验收组认真对照贫困村退出“一低五有”、

贫困户脱贫“一超六有”标准，实地到贫困村现场核查村集体经
济、通村公路、卫生室、文化室、通讯网络等是否达标；到贫困户家
中核查收入、看是否不愁吃不愁穿，检查住房安全、子女入学、医
疗保障、安全饮用水、生活用电和广播电视等是否达标。

在验收结果方面，此次验收的 82个贫困村（雁江区 26个、安
岳县34个、乐至县22个）贫困发生率均低于3%，村集体经济收入
人均达 6元以上，通村公路、文化室、卫生室、通信网络指标均达
到贫困村退出标准。

按照贫困村退出程序，10月23日—27日，我市已在贫困村所
在乡镇进行了公示。10月30日，提请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24次
会议审议通过。10月31日，市政府批准退出，并向全市进行公告。

据悉，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资阳全市上下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
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精准施策、尽
锐出战，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补齐贫困人口的收入、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等短板，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市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

本报讯（龙涛 詹锋）11月2日，雁江
区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会暨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
育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省委主题
教育检视整改工作推进会、市委主题教
育调研成果交流会暨领导小组第三次会
议精神，听取调研课题成果汇报和部分
单位前一阶段主题教育开展情况及问题
检视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指出，要在持续深入学习上下
功夫，从严从实推动主题教育，切实增
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充分结合知
识储备的短板、工作实际的需要、党性
力量的关键薄弱点，扎扎实实抓好理论
学习，真正形成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
习惯，真正做到学懂学深悟透。要在切
实抓好主题教育成果的转化运用上下
功夫，把调查研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与谋划推动新时代雁江高质量发展结

合起来，与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结合起
来，做好调研成果转化运用，真刀真枪
干事创业。要在狠抓整改落实上下功
夫，对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
的问题，深挖症结根源，树立整改靶向，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集中精力抓好问题整改，建立解决问题
回访宣传机制，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
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
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开展主题教育与
项目建设、脱贫攻坚、“五城同创”等工
作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再鼓干劲、再添措施，确保各项工作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又讯（陶俊伶）11月 1日，安岳县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
查研究成果交流会，听取县人大常委
会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县
法院党组、县检察院党组以及部分县
级部门、乡镇党委（党组）前一阶段开
展主题教育情况汇报，全体县级领导

交流调研成果，部署全县下一步主题
教育有关工作。

会议要求，要以检视整改为着力
重点，持续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要持续深入学，学出理论修为、学出使
命担当；突出重点查，既查思想根源问
题、又查行为方式问题；聚焦问题改，
坚持边查边改、即知即改。要加大调
研力度抓好成果转化，把调研成果切
实转化为优化发展的思路、改革发展
的动力、改善民生的抓手，奋力推动新
时代安岳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扛起政
治责任，从严从实督导，抓好统筹结
合，层层压实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际成效。会议强调，全县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守初
心、担负使命，克难攻坚、砥砺前行，着
力将主题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加快安岳
发展的实际成效，为打造川渝合作先
行区、建设成渝中部县域经济强县作
出积极贡献。

市交通运输局
开展行政执法情况督查

本报讯（张建）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围绕交通行政执法风纪、
执法规范、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管理规定、三项制度落实等方
面，组织督查组对全市县（区）交通运输局及基层执法站（所）进行
执法督导检查，积极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进程。

此次督查实地查看了雁江区迎接、安岳县毛家、乐至县潼家
超限检测站，检查了站所建设、日常执法、人员管理及“四基四化”
建设等情况，评查了各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及法治
建设情况和基层执法站（所）2018年 10月以来的执法案卷，就督
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向执法单位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议。

督查组要求，各单位对查出的问题要严格落实《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程序规定》逐项进行整改，及时弥补不足；要进一步按照相
关规定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确保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安全
执法。

本报讯（熊浩吉）10月 31日，《阳光问
政》第八期全媒体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市扶
贫开发局连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部署《阳
光问政》曝光问题整改。

会上逐条梳理了《阳光问政》节目中
曝光的问题，针对乐至县放生乡甘家店

村产业扶贫，核桃苗嫁接后成活率不高、
瓜蒌销售难，安岳县镇子镇狮子坝村技
能培训内容与需求不符，雁江区老君镇
大溪村、丹山镇牌坊村电商扶贫服务站
点发挥效益差等方面成立三个工作督导
组，并要求督导组第二天一早就分赴相

关县区，现场研究、一线督导，确保短时
间内完成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

会议要求，要以此次《阳光问政》曝
光问题整改为契机，盯紧问题，举一反
三，标本兼治抓整改。对节目曝光的问
题和观众、网友反映的问题，能立即整改

的，马上就办、立即就改；不能立即整改
的，要安排专门力量，抓紧研究具体方
案，明确措施和完成期限，确保整改工作
有实效见长效，推动全市扶贫工作质量
不断提升，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提升。

优化扶贫培训方式
更好服务群众
本报讯（记者 黄永刚）针对《阳光问

政》第八期全媒体直播节目曝光的安岳县
镇子镇狮子坝村扶贫培训走过场的问题，
11 月 1 日，市扶贫开发局联合市、县人社保
障、就业服务及培训学校赶赴该村，开展问
题检查整改。

当日，在狮子坝村村委会，督导组成员齐
聚一堂，对节目短片中所反映的培训时间、考
试抄袭、培训效果及补助金发放等方面进行
情况核实、调查分析。通过研究讨论，形成以
下整改措施：加强宣传，对贫困户培训的知晓
率不高的情况进行整改；改变目前的一些培
训方式，特别是对集中培训过多、而实际操作
过少的情况进行优化；改变培训过程中固有
的一些程序，比如说要求文化水平不高的贫
困劳动力参加笔试这些情况要做出改变；进
一步加强对培训过程的监管。

安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黄丹表
示，下一步针对贫困劳动力的培训，要加强
基层平台的建设，更好为群众服务；扩大贫
困劳动力培训的覆盖面，增加培训工种，改
变现在的培训方式方法。通过本次整改，对
全县的脱贫攻坚包括培训工作起到一个积
极的促进作用。

本报讯（记者 黄永刚）针对《阳光问政》第八期全
媒体直播节目揭露的安岳县忠义镇坛罐村 8 组村民
饮水安全的问题，11 月 1 日，市扶贫开发局便派出督
导组，联合市水务局和县扶贫办、县水务局等部门赶
赴现场，进行调查整改。

当日，记者跟随督导组来到坛罐村 8 组，在短片
中反映的饮用水取水处看见，周围堆着新砖头，几名
村民正在改建水池。据忠义镇镇长刘庆介绍，初步整
改方案是利用原有水源地建一个大池子，同时加盖防
护。大池子里面分成两格：第一格进水，利用鹅卵石
河沙之类对水质进行初步净化；第二格放村民的抽水
泵，避免沉底。“针对这 5 户村民，我们还帮助协调为
他们每家人都买了个净水器。”刘庆说。

现场，督导组一行询问了水池施工情况，并督促保
质保量争取早日完工，随后还到村民家中就饮用水安
全问题进行了实地查看。据安岳县水务局副局长唐大
永表示，节目播出后，水务局及时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
了查勘，接下来将派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绘，提供技术
保障，用好水源。此外，全程监控施工质量，保障饮水
安全。

我市开展新思想“五进”
宣传行动

本报讯 近日，《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关于开展“新思想‘五进’
宣传行动”的通知》印发，就在全市组织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图册进万家、电台广播进千村、政
策热点进网络、理论专家进单位、基层名嘴进院坝“新思想‘五进’
宣传行动”进行部署，着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央、省委、市委
重大决策部署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通知》强调，“新思想‘五进’宣传行动”要深入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干部群众领会掌握其基本观
点、核心理念、实践要求，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
同；深入宣传党中央大政方针、为民利民惠民政策，阐释中央、省
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帮助干部群众了解政策、掌握
政策、用好政策；深入宣传党史、国情、省情、市情，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凝聚加快推动资阳高质量
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奋进力量；深入宣传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在资阳落地生根。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把“新思想‘五进’宣传行
动”作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抓手和载体，作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党委

（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工作。要把握正确导向，按照
中央、省委和市委的有关工作要求和宣传基调，准确严谨、全面深
入地做好宣传宣讲工作。要将“新思想‘五进’宣传行动”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结合起来，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要积极探索受群众欢迎、易于群众接受的工作方法，增强
理论宣传普及的生动性实效性。

雁江安岳召开主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

《阳光问政》追踪报道——

市扶贫开发局连夜部署曝光问题整改

“升级”水池
让村民喝上放心水

村民在挖泥建水池。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举办主题演讲比赛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10月 31日，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举办了“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
使命建新功”主题演讲比赛。来自全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系统不同岗位的 13 名选手围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和岗位特点，深情讲述了一个个坚守初心、
践行使命的感人事迹和先进典型。

整个演讲活动气氛热烈，选手们分享了见
证资阳日新月异、翻天覆地变化后的自豪之
情；分享了在工作中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中国牙谷”企业发展提供“保姆式”的
服务，为资阳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的感人事
迹；分享了林业工作者为守护绿水青山、抒写
灿烂青春的深切感受……声情并茂、情真意切
的演讲不时引来现场阵阵热烈的掌声，充分展
示了该局干部职工自觉践行“初心”的良好精
神风貌，彰显了自然资源系统干部职工甘于奉
献、紧跟党走、立足本职、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的精神，为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事业的发展汇
聚了正能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