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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10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4例（治愈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
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
病例密切接触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

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本报讯（记者杨佳鹭）5月11日，市国资
系统举办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聆听3名援
鄂医疗队员和2名抗疫志愿者的抗疫故事。

资阳市雁江区南津镇松林村党支部委
员王建、资阳市远强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主管
李均，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护士长陈静、

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李兰、市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龚建先后作报告。他们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朴实生动的语言，
从不同角度为大家讲述了参加援鄂医疗和
支援湖北抗疫的感人事迹。生动展现了在
疫情发生后，广大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奔赴抗

疫前线，不计回报，不论生死，与疫情决战的
决心，生动诠释了医护人员“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共
产党员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优良品质。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这场报告会让他
们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洗

礼，将以抗疫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学习他
们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责任担当，学习
他们恪尽职守、夙夜奉公的奉献精神，心
怀国家、不计得失的大爱情怀，自觉主动
为资阳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讯（唐艺洺 记者 李梅）5月 8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周宇到安岳调研县委党校分类建设、脱贫攻坚、村级建制调整改
革工作情况。

周宇要求，要有序推进县级党校分类建设工作，明确建设思
路，按照全省县级党校分类建设要求，围绕独立建校，尽快研究确
定方案；突出办学特色，充分挖掘自身禀赋优势，精准办学方向，
办出特色；加强队伍建设，通过人员分流、柔性引才、建立英才编
制等方式，调优队伍结构，提高办学水平和资政能力。要严格抓
好脱贫攻坚工作，严管厚爱帮扶力量，严格“钉钉打卡”，加强驻村
帮扶工作业务指导，鲜明用人导向，在干部提拔、职级晋升、职称
评定上优先考虑受表彰干部；抓好集体经济示范点建设，注重工
作指导，强化资金监管，务必确保示范成效；抓实问题整改，对照
国检、省检、督战反馈等问题细化整改措施，举一反三，确保脱贫
实效。要扎实推进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工作，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做到依法依规、政策一致；要规范设置党组织，按照“保稳定、用优
秀、严标准、留空间”要求，选优建强班子队伍；要提早谋划改革后
村级阵地建设、村（居）民小组调整优化工作，科学设定目标任务、
细化资格条件和标准；要及时防范化解风险，及时查核化解信访
问题，确保改革顺利。

提高县级党校
办学水平和资政能力

市国资系统举办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5月9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2020年第
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铁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委常委赵文峤通报 2019年度全市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工作
考评结果，副市长许志勋部署2020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将重点推进源头污染治理，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突出重点领域监管，着力抓好风险防控，助推
复工复产复市，强化示范创建引领；将长期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扎
实推进全程监管，提升技术支撑能力，严惩违法犯罪行为，推动食
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区域合作交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握食品安全是重大政治任务的本质要
求，始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要推动重点领域治理，突出抓好校园食品、网络餐饮食品、农
村食品、重点品种食品安全。要把食品安全工作主动融入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食品安全监管成效体现在发展中，积极主动
服务，全力助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小作坊治理提
升行动，大力帮助食品企业复工达产，助力食品产业发展。要压
紧压实责任，创新完善监管机制，创优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环境，切
实维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部署2020年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5月11日，我市召开市市场监管领域部
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
习市政府《关于在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实施办法》（资府〔2020〕5 号）精神，部署下一阶段
工作，副市长许志勋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关系到“放管服”改革、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成败，各级各部门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准
确把握我市此项工作的现状；要转变观念、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此
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要突出重点、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市场监管领
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加强领导、强化督查，抓实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共同落实好《实施办法》，坚
决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着力提升市场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
效性，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市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 吴双桂

暮春时节的安岳县岳阳镇柳溪村像
一幅画：一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一盏盏
路灯矗立道路一侧，一栋栋小洋楼错落有
致，一片片柠檬树花香怡人……

时值正午，在柳溪村村委会外的池塘
边，几名钓鱼爱好者正悠然地坐在小板凳
上，耐心地等待着鱼儿上钩。他们说：“这
里的水质较好，鱼也很好吃，我们平日里

没事，都会带上装备到这里坐坐，一起来
享受乡村的休闲时光。”

柳溪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文明
村，有全国示范农家书屋，位于安岳县城以
北 6公里，幅员面积 1.88平方公里，辖 8个
村民小组，有323户1296人，耕地面积1229
亩，“组组通”公路13.8公里，2019年人均纯
收入21865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柳溪村产

业发展的笙歌悠扬，展现出美丽乡村的生
机与活力。“产业兴，乡村才能振兴。通过

‘引进来+走出去’，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柠
檬种植、水产养殖得到快速发展。”村党支
部书记方永昌介绍，柠檬种植和生态养鱼
成为了柳溪村的主导产业，柠檬种植面积
1000余亩、年产值700余万元，水产养殖面
积 200余亩、年产值 100万元以上，就地转
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500余人，务工年总收
入超过 600万元，村民由过去的产业农民

逐步演变成了现在的产业工人。
近年来，柳溪村围绕“发展乡村旅

游、打造钓鱼小镇”总体发展思路，以坚
实有力的基层党建推动乡村振兴，精心
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村新图景，
村民普遍“住的是小洋楼、吃的是原生
态、走的是水泥路、坐的是小轿车、赏的
是柠檬景”，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满
意度逐年提升。

本报讯（詹锋）近日，笔者从雁江
区获悉，该区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生态环境保
护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持 续 打 好“ 三 大 战
役”，守护蓝天碧水净土，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

该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要求，健全完善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强化部门工作统筹，多措并举、合力攻

坚，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
代表对环保重点工作、重点项目开展督
查视察，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参与度，着
力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坚持项目推
动，积极构建“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
区处理”的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快推进
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乡镇垃圾中转站
建设、黄泥河水系治理等项目工作；扎实
推进“厕所革命”，新改建公厕 44 座；高

标准完成营造林 4 万亩，绿化国省干道
及沱江沿岸 150 余公里，从源头上全力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坚持铁腕治污，扎
实打好“三大战役”，深入实施“7+2”大
气污染防治整治行动，严格落实建筑工
地减尘降尘、餐饮油烟升级改造等管控
措施；细化完善一河一策管护方案；对全
区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管控；严厉打击各
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改

善生态环境。坚持标本兼治，严格落实
领导包案、销号管理等制度，“台账式+
清单式”管理、“一案一策”推动，大力开
展石材、畜禽等九大专项整治，拓宽畅通

“12369”等投诉渠道，进一步巩固深化整
改成果。截至目前，中央、省生态环保督
察等反馈问题 215 个，已完成整改 180
个，余下 35 个问题的整改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

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基
地项目位于雁江区中和临空
智能制造产业功能区，由香
港豪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计划总投资 6000 万
元，主要生产新型电子元器
件的“混合集成电路”、“片式
元器件”、高功率LED灯等产
品。目前厂房主体已基本完
工，正加快推进配套设施建
设，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1.2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约
300个。

本报记者王勇摄

安岳柳溪村：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卢凌嘉

近日，在安岳县李家镇先锋村，汽车
在陡峭的坡道上行驶，窗外是染绿的层
层梯田。从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
跑田”，变成如今的保水、保土、保肥的

“三保田”，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改
变了这里的面貌，更让村民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

安岳地处沱涪两江分水岭，是嘉陵江
及沱江中下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2017 年，安岳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项目在李家镇先锋村、千工村实施。
安岳县水务局局长杨久红介绍，项目已
实施“坡改梯”工程 1500 亩，建成蓄水池
17 口、沉沙池 64 个、排水沟 10 公里、田间
道路 5.1 公里，预计在 2020 年 6 月底前完
成建设任务。

所谓的“坡改梯”工程，就是通过深挖翻
土、平整土地和修筑田坎（埂）等措施提高土
地的耕种水平以及增加耕地面积，在有限的
土地资源中挖掘出最大的耕种效益。同时，
通过建设蓄水池、引排灌渠等配套设施，增
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以前土地薄，坡地又不保水，流转土
地60元一亩都没人要，土地都撂荒了。”说
起曾经的“苦”，先锋村的李大爷感到现在
的日子特别“甜”。整治后的土地，村集体
以 200 元到 600 元不等的价格流转出去，
种下优质柑橘、藤椒等经济作物。

恢复耕种的土地，更是给村民们提供
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李大爷就在藤椒
种植基地打工，他十分满意现在的工作：

“除草、施肥、打药，都是轻松活，一天能挣
80 元，一年下来有 1 万多元的收入，离家

近，能够照顾家里。”
据统计，近年来，安岳县筹措资金

2.4 亿元，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29.4 平
方公里。

荒山披绿衣，沟壑变耕地，得益于安

岳县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政治责任，从水
土流失治理到生态综合治理，在实践中不
断深化和拓展生态保护修复的内涵和外
延，不仅留住了绿水青山，更将其有效转
化成了广大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荒坡披绿衣“三跑田”变“三保田”

先锋村“坡改梯”后乡村面貌。

雁江持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上接01版）
一条条建议，吐露着代表们的心声；一句句箴言，彰显着代

表们的责任与担当。大家纷纷表示，作为省人大代表，将认真贯
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带头苦干实干，努力为推
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省委组织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财政厅有关同志到资阳代
表团指导和听取意见。

资阳代表团继续审查各项报告

聚焦廉政勤政，全面从严治党；聚焦民生民利，直面热
点难点；聚焦正风肃纪，护航全面小康。

如果您有涉及民生领域、基层减负以及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等方面的情况反映或举报，请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及
时提供线索（需注明联系方式）。我们在筛选核实后，将对
征集到的问题线索进行调查采访并予以曝光。欢迎您提出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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