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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韩菊芳 谭宇）3月 9日，乐至县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暨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传达学习近期省市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通报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部署
2020年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时刻绷紧
生态环境保护这根弦，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
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确保全县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克难，全力
以赴抓好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发
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真正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切
实巩固提升中央、省环保督察成果，严防环境问题反弹，做到对照
方案全面整改、对照问题督察督办、对照标准做好迎检。要强化
战略思维，狠抓“三大攻坚”，坚定不移推进生态建设、提升环境质
量。以提升环境质量为目标，推进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防
治攻坚，精准发力、久久为功，不断推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要压
紧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久久为功汇聚强大合力、筑牢生态本
底。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齐抓共管共治格局，严格强
化督查考核问责，建立健全环保制度机制，全力以赴抓好环保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提升全县生态
环境质量，为加快建设秀美宜居的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乐至着力推动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资阳市市管干部
任职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
选好选准，现将孙家茂等同志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孙家茂，男，汉族，中共党员，1971年 5月生，党校大学，现任
中共资阳市雁江区委常委、中共资阳市雁江区委组织部部长、中
共资阳市雁江区委党校校长，2017年 5月任现职，2009年 11月任
现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吴琪，女，汉族，中共党员，1970年 5月生，党校研究生，现任
中共乐至县委常委、中共乐至县委宣传部部长，2011年 12月任现
职，2010年 8月任现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周志，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 10月生，大专学历，现任资
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中共资阳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员，
2019年 3月任现职，2007年 1月任部队正团职。拟任正县级领导
职务。

汪远辉，男，汉族，中共党员，1975年 10月生，党校研究生，现
任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中共资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
组成员，2019年 3月任现职，2013年 10月任现级。拟任正县级领
导职务。

陈兴凯，男，汉族，中共党员，1972年 1月生，党校研究生，现
任中共安岳县委常委、中共安岳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安岳县委
党校校长，2012年 10月任现职，2011年 6月任现级。拟任正县级
领导职务。

李发刚，男，汉族，民建，1976年 4月生，党校大学，现任安岳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民建资阳市委副主委，2019 年 7 月任现职，
2009年 12月任现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李炜，女，汉族，无党派，1969年 8月生，党校研究生，现任乐
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11 年 12月任现职现级。拟任正县级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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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月 12日至 3月 18日）通过信函、
电话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中共资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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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12380，028-26111232；举报网站：http://
zy12380.gcdr.gov.cn/。

中共资阳市委组织部
2020年3月11日

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谭宇 刘孝军）3 月 10 日上
午，乐至县 13 名务工人员经过健康信息
核对、体温检测后，登上了富士康成都科
技园派来的免费大巴专车，赴该企业上
岗就业。

“这是我们组织的首批赴富士康成
都科技园务工人员。”乐至县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随着复工复产工作的深入推
进，成都企业用工需求和乐至县农民工外
出务工需求都很强烈。为此，成都、乐至
两地相关部门积极对接协调，由企业提供
就业岗位、发布用工信息，乐至县协助配
合组织务工人员。

乐至县南塔街道的胡建，是此次赴

富士康务工人员之一。“往年一般过了大
年，我们就出去上班了。”胡建之前一直
在外省打工，今年因为疫情，打算找个离
家近点的企业上班。几天前他从南塔街
道办了解到富士康成都科技园在招人，
工作地点、环境、待遇等也很符合自己的
预期，便立即报了名。

“ 政 府 和 企 业 安 排 挺 令 我 们 满
意。”胡建说，企业派来免费专车接他
们直达目的地，实现了“走出家门、就
进厂门”。

据了解，富士康成都科技园在乐至
的用工招募将持续到 3 月底，计划招募
3800余人。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3 月 11 日，四
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总装生产车间内，
百余名工人正在进行发动机、底盘、内饰
等零配件组装工作，各生产组组装工作
有条不紊。截至当日，公司 700余名一线
工人已全部返岗，各生产线全面复工，产
能恢复达到 100%。

“这个生产车间主要进行车辆组装，
而我们生产组的主要工作是车辆底盘的
装配。”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底盘
组组长杜磊告诉记者，四川现代在提前
做好防疫方案、备足防疫物资后，才正式
复工。复工后的第一周，由于部分工人
尚未返岗，生产线急缺工人，公司实施了

小组长顶岗的机制，及时补齐生产线空
缺，复工首日就实现了产能的逐步恢复。

据悉，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有车
身车架科、发动机生产科、涂装科、总装
一科和总装二科等五个生产科，共十条
生产线，从 2月 25日正式复工以来，各条
生产线有序恢复生产。

据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郑明采介绍，针对公司部分员工为外
籍人员的情况，公司提前谋划，韩国员
工在 2 月 3 日至 19 日期间，已分批次返
回资阳。返资后，立即居家隔离观察两
周，严防严控输入性疫情的发生，确保
了公司全面复工复产。

四川现代产能恢复100%

产业发展让村民富起来

石包村以前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无
集体经济收入，全村产业主要以传统生猪、
家禽和零星水产养殖为主，2014年全村人
均纯收入仅为 2715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为 1850元。

安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帮扶石包村
后，以省市扶持集体经济专项资金为杠杆，
引进业主搞股份制合作经营。2018 年在
石包村 1、3、6 组流转土地 280 亩、总投资
270 万元建设了石包村优质水果产业园；
采取“合作社+村‘两委’+业主+村民”的模
式经营，以此转变村产业模式，引导村民就

近就业创收，提高群众收入。
2019 年，产业园一度因资金原因运行

困难。该村第一书记胡建积极奔走，先后
争取了农林局补助资金 5 万元、水务局高
效节水灌溉项目 100 余万元以及县供销
联社相关项目资金。同时，间作蔬菜实
现集体经济收入 5 万余元。通过开源节
流，有效缓解了资金压力，破解了发展瓶
颈。当年，产业园通过套种蔬菜实现集
体经济纯收入 5.8万元，吸纳就近务工人员
80 余名，其中贫困户务工人员 20 名，发放
务工工资 24.5 万元，实现人均增收 3000
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 4852 元，较 2014
年增长 3002元。

“5 年内集体经济有望突破 100 万元，

10 年内力争建设一个占地面积 400 余亩，
集农业、仓储、加工、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综合体，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将为
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引擎。”胡建对石包村未
来发展满怀信心。

基础改善让村庄美起来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石包村的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村容村貌
日益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社会新风尚
不断向好、村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近年
来，全村新建山坪塘 2口，维护维修 4口；新
建蓄水池 12口；新修生产生活入户路 3.28
千米、小板路 5.25千米，对入村主路进行全

面维修并增加了 7 个错车道，有效缓解了
车辆堵塞问题。

现在的石包村，新修的党群活动中心
拔地而起，党旗高高飘扬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文化室、卫生室、便民服务室、日间照料
中心、乡村文化舞台、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功
能完备，极大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农村自
来水安装到村到户；全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80盏；购买生活垃圾运输车，公共区域垃圾
有专人清扫和运输，村庄卫生状况好起来。

政策落实让满意度提起来

而今，石包村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
腰包鼓起来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上了，村容
村貌越来越漂亮了……面对发生的变化，
全村群众既感谢党的好政策，也感谢各级
干部特别是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的艰辛
付出。

石包村 2组贫困学生肖瑞雪说：“现在
我们在村小读书，有多媒体教室，可以收看
各种节目，上课很好玩；有很多图书，想看
什么就可以看；我们还在舞台上庆祝了‘六
一’儿童节，学校生活很有趣。”

石包村村党支部书记郭令华介绍，自
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国家先后投入
了 60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村退出”和

“户脱贫”上面，对本村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人居环境美化和贫困户稳定增
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有了党的扶
贫好政策，有了驻村工作队的辛勤付出，
石包村面貌才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才越
来越好。

产业发展、基础改善、政策落实……

脱贫攻坚让石包村发生美丽蝶变

“以前我出门要走很长一段坡路，
下雨天经常跌倒，现在好了，水泥路修
到了家门口，还安装了路灯，再也不怕
走夜路。老百姓发展生产、改厨改厕政
府还有补助，感谢党和国家。”谈起这几
年的变化，安岳县石羊镇石包村8组村
民张回才如是说。

石包村距离石羊场镇 6公里，地理
位置偏远，交通不方便，原属经济薄弱
村，如今改变了模样……

□ 谢宗兵

企业派专车来接
务工人员走出家门就进厂门

↑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市开展了“双百双
增”行动，着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推进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助推企业
增产增效。行动开展以来，企业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复工复产成效明显。图为晨
风西铁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正在生产曲轴等产品。 本报记者 黄志禄 3月5日摄

→四川宏泰熊猫专用汽车生产基地项目是乐至县打造“西部汽
车配件城”的重大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主体工程于2019年底竣工
试生产，主要生产铝合金运油半挂车、化工液体运输车、液态食品运
输半挂车、市政环卫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等20余个系列300多种专
用车。目前，该项目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已全面复工复产。图
为电焊工人正在焊接搅拌车部件。 本报记者 郭春荣近日摄

↑四川漱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资阳高新区中国牙谷口腔孵化园A栋，主要
从事医疗器械、消毒剂和卫生用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面对防疫产品需求巨大的
现状，在资阳高新区管委会的鼓励支持和协调下，该公司利用现有生产工艺、生产线
积极转产生产免洗手消毒液、1%和3%次氯酸钠消毒液等产品，并引进半自动口罩生
产线 3条。自 2月 10日复工以来，共销售消毒液产品 16吨，实现产值近 300万元；1
条半自动口罩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段，预计日产10万只，其余2条生产线正在运输
过程中。图为3月9日该公司口罩生产线试生产场景。 吴晓君 摄

（上接01版）
物流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寄递企业人员陆续复

工、物流渠道逐步畅通，将有力推动经济“动”起来。在疫情期间，
如何将包裹安全及时送到客户手中？3月 7日，记者探访了位于
外环路的圆通速递临时分拣中心。

早上 6 点半，圆通速递工作人员在经过体温检测、周身消毒
后进入分拣中心，一个个快递件经过消毒后被输送到传送带上，
工作人员忙着将传送带上的快递件进行分拣。当载有快递件的
配送车进入分拣中心时，工作人员首先对驾乘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并进行人、车消毒。

记者了解到，该企业每天对生产车间、办公场所、场院等区域
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消毒清洁。工作人员在生产作业场地全程佩
戴口罩，规范作业。截至目前，该公司复工率已达到 100%。

“1月初刚复工时，为了避免人员聚集，我们快递师傅只有 20
多人，再加上很多小区是封闭式管理，配送、揽件业务不能正常开
展，有时候派送一个小区的快递就要花费两个多小时。”资阳圆通
速递总经理刘刚表示，近几天随着物流返岗人员的增加和各单位
逐步复工复产，快递收货量、出货量明显增加且更有效率，现在每
天的快递运送量在 11000件左右，已经恢复了正常。

在疫情期间，全市寄递企业努力克服车辆通行难、快件派送
难、员工复岗难、防疫物资短缺等重重困难，组织协调物资、运力
等各方面资源，积极投身防疫阻击战。1月 24日至今，为湖北省
各个医院及机构免费寄递疫情防控应急救援物资和捐助物资数
万件，寄递民众防疫物品、生活生产物资超 200万件。截至 3月 6
日，全市 14家快递单位，到岗员工 1921人，到岗率 81%；7家快递
单位全网运行（邮政、顺丰、京东、申通、圆通、苏宁、丹鸟），6家快
递单位部分运行（中通、百世、韵达、优速、德邦、宅急送）。城区网
点复工率 82%，乡镇网点复工率 65%。

村民在产业园劳作。

春雷行动2020

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