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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拟表扬对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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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集体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马鞍社区皇龙B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河堰嘴社区市政府家属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宝莲街道天生社区中铁二期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宝莲街道黄泥社区弘城水韵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资溪街道桥亭子社区摩根时代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资溪街道铜车马社区江南半岛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莲花街道九眼桥社区外滩一号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莲花街道火车站社区金洋花园B2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雁江镇白山社区资溪学府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娇子社区万达华府小区临时党支部
雁江区纪委监委
雁江区委组织部
雁江区委宣传部
雁江区发展和改革局
雁江区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雁江区交通运输局
雁江区商务局
雁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雁江区卫生健康局
雁江区人民医院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雁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雁江区丹山镇中心卫生院
雁江区伍隍镇中心卫生院
雁江区丰裕镇中心卫生院
雁江区老君镇卫生院
雁江区狮子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党工委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滨河社区党委
雁江区宝莲街道党工委
雁江区宝莲街道半山社区党总支
雁江区资溪街道党工委
雁江区资溪街道鸿丰社区党委
雁江区资溪街道资溪社区党委
雁江区莲花街道党工委
雁江区莲花街道双龙井社区党委
雁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安井食品有限公司
雁江区松涛镇卫生院
雁江区宝台镇卫生院
安岳县卫生健康局

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拟表扬对象名单（8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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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丁晓寒
王 进
王 运
王 衡（女）

王育沁（女）

邓向龙

邓良钱（女）

石先兵
叶沁雨（女）

白大应

刘 剑

刘 洋

刘 愣

刘 婷（女）

刘红英（女）

刘芳芳（女）

刘宗福
刘春艳（女）

刘桂花（女）

刘桄序

纪昌兴

苏 梅（女）

苏霏飞
李 东
李 胜
李 萍（女）

李永洪
李永强
李旭东
李建国
李梦霖
李博韬
杨 川
杨远平
杨欣箬（女）

杨悦珣（女）

杨智仁
肖 辉
肖 新（女）

肖人元
肖建蓉（女）

吴 燕（女）

何继云
宋 艳（女）

张 力
张家宇
张锦杰（女）

陈 铸

陈 斌

陈介礼

单位及职务
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沱东中队队长
市交通运输局一级科员
四川资阳市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职员
市精神病医院主管护师
雁江区资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
雁城大院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市妇联副主
席、党组成员
安岳县毛家镇党委委员、政法委员、副镇长
雁江区莲花街道纪工委副书记
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兼泌尿外科主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组工作人员，市政府办秘书
六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组工作人员，市政府办综合
秘书科科长

雁北社区全丰小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市
教育和体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党办主任、机
关纪委书记

雁江区莲花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雁江区宝莲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乐至县人民医院主管检验师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双峰社区党委书记
雁江区中和镇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安岳县岳城街道奎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市大数据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凤岭社区芭蕉林小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
市水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雁江区保和镇中心卫生院公卫人员
雁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股股长
雁江区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
市计划生育协会办公室主任
乐至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党组书记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四三一社区党委副书记、纪检委员
雁江区三贤祠街道京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组副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资阳高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部副经理
市委政研室调研一科科长
雁江区宝莲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安岳县疾控中心应急科科长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娇子社区网格员
市直机关工委三级主任科员
安岳县交通运输局人事股股长
乐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雁江区石岭镇卫生院副院长
安岳县农民工服务中心服务保障协调股工作人员
雁江区人民医院院感科主任
茶花园一期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市生态环
境局一级主任科员
资阳市宇峰物流有限公司货车司机
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科长
资阳市政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建部五级职员
市委办综合室主任
市级机关抗击疫情党员突击队第七临时党支部书
记，市总工会经审会主任、党组成员
资阳忠华康复医院院长

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拟表扬对象名单（100名）

序号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先进集体
安岳县石桥街道党工委
安岳县文化镇党委
安岳县公安局
乐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乐至县人民医院
乐至县南塔街道党工委
乐至县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乐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雁江区狮子山街道双峰社区党委
高新区科技经济局
雁江区松涛镇党委
雁江区雁江镇党委
市公安局临空经济区分局
雁江区临江镇临江寺社区党支部
共青团资阳市委
市纪委监委
市委办公室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市政协办公室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委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公安局
市无线电监测站
市交通运输局
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中医医院
安岳县人民医院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绵阳市商业银行资阳分行
资阳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资阳分公司党委
四川信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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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陈宇婷（女）

陈明权
陈佳毅
陈爱民（女）

罗 文
罗 芳（女）

罗 雪（女）

罗文利

罗永春

罗劲松
罗莎莎（女）

周 彧（女）

郑世兰（女）

郑祥林
赵 敏（女）

胡 希（女）

胡九伟
姚竺君
秦素君（女）

袁世宇

徐榕良

凌 鲁（女）

郭 维
唐 宇
唐何梅（女）

唐昌海
唐建平
唐毓佐
宾 健
黄志禄
曹 慧（女）

符 平（女）

屠长文
彭建华

蒋 毅

蒋皓宇
舒小琴（女）

鲁 东
童贵山
曾 东
谢林君
谢鼎青
蒲永刚
雷 宇
谭 晴（女）

黎 玲（女）

滕漾帆（女）

潘 鹏

潘玉雄

魏 杰（女）

单位及职务
雁江区卫生健康局疫情防控专班工作人员
雁江区中医医院行政后勤党支部书记、医务部部长
乐至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乐至县天池街道棉花湾社区专职干部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党组书记
雁江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挂职）
雁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市卫生健康委疾控科（应急办）科长（主任）
马鞍社区永丹南苑A区临时党支部书记，市同城
化发展工作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市民政局四级调研员
乐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
安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检验科工作人员
幸福社区馨城家园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国
家税务总局资阳市税务局组织人事科副科长
乐至县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
雁江区中和镇中心卫生院主管护师
安岳县中医医院介入科、神经外科护士长
市疾控中心卫生监测科负责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雁江区资溪街道桥亭子社区居民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行政审批
科）科长
乐至县良安镇人民政府党政办负责人
鸿丰社区马巷子后街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市
纪委监委派驻市生态环境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雁江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雁江区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
雁江区松涛镇甘家坪社区党委书记
乐至县童家镇星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雁江区宝台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雁江区莲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资阳新闻传媒中心采集部时政组记者
雁江区资溪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主任
雁江区临江镇社事办负责人
雁江区雁江镇党委副书记（挂职）
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二级高级警长
上东国际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市委党校办
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
雁江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队长
雁江区资溪街道桥亭子社区党委书记
雁江区临江镇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
雁江区雁江镇白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资阳资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雁江区莲花街道机关党支部书记
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
高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市卫生健康委政法体改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雁江区小院镇中心卫生院医务科干事
乐至县中医医院护理部干事
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
雁江区资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
安岳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人员，镇子镇人大主席

香樟社区宝莲苑小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书记，
市烟草专卖局党建科科长

附件2：

附件1：

为表扬先进、鼓舞干劲，激励动员全市上下团结
奋斗、埋头苦干，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成渝地区
中部崛起，根据评选表扬工作安排部署，经逐级推荐、
综合评选，确定81个集体为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先进集体拟表扬对象，100名个人为资阳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拟表扬对象。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
将拟表扬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9月23
日至9月29日。如对拟表扬对象有异议的，请于公示期
内向资阳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形式可为电话、信函等，
也可以通过“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以
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

反映情况的材料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电话。
举报电话：028-26111229或028-12380
举报网站：http://117.175.47.13
通信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广场路 3号市级机关集

中办公区1号楼1321办公室
邮政编码：641300
附件：1.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拟表扬对象名单
2.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拟表

扬对象名单
资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评选表扬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9月23日

（上接01版）一字一句尽抒对美好
家园的无限深情，一笔一画尽显对
时代发展的由衷赞美，充分展现了
资阳各界的喜悦与幸福、情怀与担
当，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参观过程中，钟勉一行在一幅
幅书画作品前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相互交流、欣然点评，并指出，在喜
迎党的二十大之际举办书画作品专
题展，这既是资阳书画艺术成果的
有力展示，也是宣传推介资阳的良
好契机。希望资阳市政协诗书画院

坚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
代明德，进一步发挥好团结联谊、凝
聚共识的职能作用，通过扎实有效
的服务保障，把社会各界书画爱好
者紧密团结起来，创作出更多精品
力作，助力文化繁荣兴盛。

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专职副主任凌娟、省政协办公厅文化
文史学习处及文史馆（书画院）相关
负责人，以及资阳市政协副主席张光
禄、倪勋、廖荣江、曹汉卿、郭启太、于
小丰、李兴华，秘书长付萍参观展览。

（上接01版）把贯彻党中央精神和
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转化为做好本
地本部门工作的具体行动，更好服
务全市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更好
服务国省大局。

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

的辉煌、拼出来的成就。让我们坚定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力以赴
拼经济、搞建设，决战四季度、大干一
百天，努力走出一条体现资阳特色、
服务四川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苏秋伃）9
月 22日，我市召开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 2022年第二次推进会，总结
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步工
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
部长，市总工会主席赵璞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产业
工人队伍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
加坚定，参加技能培训、提升素质能
力的行动更加自觉，立足岗位、干事
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体面劳动、舒
心工作、全面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理
念深入人心，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
进展和成效。

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
入贯彻落实全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委五届五次
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各项政策措施，“决战四季度、
大干一百天”，团结带领职工群众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站在落
实“两个维护”、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助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高度，充分
认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大
意义，切实增强思想行动自觉。要进
一步聚焦重点任务，突出抓好产业工
人的思想政治引领、岗位建功立业、
素质能力提升、提高政治经济地位、
队伍发展壮大等，以重点突破带动整
体推进。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加
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务
实推动，激发企业活力，齐抓共推形
成整体合力。

我市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雁江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朱涛 陈睿）9
月 21 日，雁江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
题传达学习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雁江区委
书记焦杨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各负其
责，按照“决战四季度、大干一百天”要
求，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分
析调度，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确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围绕“月月有签
约、月月有落地、月月有开工”总体目标，
扩充和更新目标企业库，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主动与企业对接洽谈，全力争取更
多优质项目落地雁江。要建立完善向上
对接机制，制定实施办法和考核细则，细
化分解目标任务，逗硬奖惩。要加强部
门配合，对项目落地前的所有程序、涉及
部门、完成时间等按照时序进行梳理，形
成清单，结合先进地区经验，研究合理的
项目推进制度。要加快清理整治批而未
供供而未用土地、闲置土地和园区低效用
地，全力盘活闲置、低效资源，破解土地掣
肘。要研究完善加强干部监督管理、考核
考察、选拔任用、培育培训等制度机制，建
立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雁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

又讯（全媒体记者 李梅）9月 22日，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贯彻落实市委五
届五次全会精神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市
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市直机关
工委书记周月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的重大意义和精
神实质，主动置身全市中心大局谋划推
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推动新时代资
阳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要
发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龙头作用，
示范带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和思想政
治建设；持续推进“走基层”宣讲，用好
用活“报、刊、台、网、端”等各类阵地，开
展“理想资阳·学习进行时”等理论学习
宣传活动。要紧扣主题主线，持续深入
推进“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重大主
题宣传，积极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
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办好“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在

全社会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的浓厚氛围。要认真落实“决战四季
度、大干一百天”工作要求，对照目标任
务强弱补短，盯紧重点工作创先争优，
全力做好文明城市创建，确保取得终评
迎检资格；持续深入推进市级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打造五级贯通的媒体融合改
革示范样板。要严格管理阵地、导向、
队伍，盯紧重点领域、重点人物、重点平
台，加强风险研判；组织开展系列应急
演练，以“练”促“防”，补齐短板弱项，提
高应对能力，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
安全屏障。

安岳县

又讯 9月 21日，安岳县召开学习贯
彻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专题会，传达
学习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
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将其贯穿
到推动安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进一步增强做好当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扎实推动市委各项部署在安岳落
到实处、见到实效。要紧紧围绕“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
路，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奋勇争
先、力争上游”，对标对表，奋力推动安岳
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做实项目建
设，强化向上争取、招商引资和专班推
进，落实要素保障、营商环境保障和组织
保障，稳定当前经济增长、增强长远发展
后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守住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事，扩大
就业增加收入，促进民生社会事业全面
进步。要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底线思
维甚至极限思维，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
防控，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防汛
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坚决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环境。

乐至县

又讯（李成 姚阳）9月 21日，乐至县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
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要坚持洽谈项目抓签约、
签约项目抓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开工
项目抓投产、投产项目抓见效，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统筹抓好要素保障，形成
更多实物工作量。要坚持强产业建园

区，以智慧物流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红
色旅游产业、现代蚕桑产业为重点，带动
产业整体提升。要坚持夯基础促融合，
统筹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补
短强弱，加快构建“一体两翼、多点支撑”
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格局。要坚持融入成
渝、配套成渝、借力成渝，以培育创新主
体、打造创新平台、转化科技成果为抓
手，加快推进“一区两园三基地”建设，全
面提升创新发展能级。要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
快发展民生社会事业，持续深入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答好新时代
的民生答卷。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意
识形态、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住底
线，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市委组织部

又讯 9月 21日，市委组织部召开部
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传达学习市
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
实意见。

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心铸魂计
划，开展好“奋进党旗红·喜迎二十大”主
题宣传，同步做好组织系统信访维稳、舆
情监测等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
境。要建好用好“三张清单”和“两个档
案”，深化拓展“三个一线”“五个一批”工
程，强化公务员队伍教育培养，做到围绕
中心工作来选干部配班子，不断提升新
招录公务员整体素质，加强年轻干部培
养选拔，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充
足干部储备和人才保证。要加强基层党
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突出抓好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动实现“两个
覆盖”动态清零；持续实施乡村人才振兴

“五年行动”，抓好中省集体经济扶持村
发展壮大，加快龙台河、小伍南、乐环游
等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党
建试点示范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要聚焦
主导产业引才，突出实际需求育才，依托
发展平台用才，着力引进一批“高精尖
缺”人才，加强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培
养，打造更多承载创新人才和团队的载
体，推动更多项目成果在资阳转化。

市发展改革委

又讯（全媒体记者 李梅）9月 21日，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会议要求，要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

减、劲头不松，统筹各行业各地区开足马
力、大干快上、多拉快跑，全力以赴拼经
济搞建设，确保实现“增速高于全省、排
位好于去年、位次好于上半年”“GDP增
速高于全省1个百分点”目标任务，完成
全年新增市场主体、“四上”企业任务，为
全省经济增长多作贡献。要在项目推
进、项目谋划、资金争取等三个方面再加
力，通过组织开展第四季度项目竞进拉
练、夯实项目支撑、加强项目前期工作进
度等方式，推动一批项目开工、加快推
进、按期竣工，积极谋划 2023年省级、市
级重点项目，分批启动 456 个储备项目
前期工作，确保项目投资工作进入全省

“红榜”、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全省
第一方阵以及更多项目挤进国省规划盘
子。要在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改革
上寻求突破，聚焦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
协同成都推动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创
建，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又讯 9月 21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专题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抓发展。依
托“安岳气田”天然气资源禀赋，借势医
疗器械优势产业试点契机，发挥“西部
车城”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医
疗器械、交通装备、电子信息等特色优
势产业，推进食品饮料、纺织鞋服等传
统产业改造转型，加快先进制造业招商
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构建特色鲜明的
现代工业产业体系。要千方百计稳增
长。集中力量培优扶强龙头企业，实施

“小升规、个转企”攻坚行动，加快创建
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壮大工业市场
主体。强化绿色低碳改造引导，促进企
业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紧盯政策兑付
和清理欠款等关键领域，深化挂联帮
扶，助企纾困解难。要多措并举保要
素。加快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开竣工建
设和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健全“一专三
制一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一
企一策”降低企业融资、用电成本。同
时，认真总结本次“防疫泡泡”闭环生产
经验，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构建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

强化担当作为狠抓贯彻落实
——我市掀起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精神热潮

资阳墨韵香飘成都

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明年我市交通投资将超100亿元

（上接01版）计划 2022 年—2025 年
完成投资 452.9 亿元。将着力完善
路网，构建发达轨道网，重点推进
成自高铁、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达
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构建
密集高速网，重点推进资中经安岳
至铜梁高速公路、成渝高速公路扩

容项目；构建完善干线网，重点推
进成资临空大道、成都东西城市轴
线（资简段、乐简段）等快速通道建
设；构建广泛基础网，围绕更好服
务中心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和
连接市域周边，全面推进农村公路
品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