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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宏率队督导环保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本网讯渊记者 李梅冤8 月 24 日袁区委副书
记尧区长提名人选何永宏率畜牧水产等部门袁
就部分企业环保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
督导遥 副区长谢明春随同督导遥
当天袁何永宏来到汪家镇荣盛白鹅养殖基
地袁就水体尧噪音等污染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
查看袁 并对企业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了详细了
解遥
就如何按照相关规定袁 进一步加快问题

整改落实袁
何 永 宏 指
出袁 各相关
责任部门要
提高思想认
识袁 充分认
识环保工作
的重要性袁
切实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
感袁 加强对
企业的督察
督导袁 扎实
抓好环保整
改 落 实 工
作袁 严格按
照整改时限
和相关整改
要求落实到
位遥 企业要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袁争取早改早主动曰要有步
骤分阶段实施整治工作袁按时完成整改任务曰
要细化整改方案袁逐一解决难点突出问题曰要
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袁助推企业向现代化尧标准
化方向发展遥 同时袁要确保环境保护工作常抓
不懈袁不反弹袁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
机结合袁为建设绿色家园作出积极贡献遥

南溪区举行 2017 年第三期铁军讲坛
本网讯渊记者 王寒梅冤8 月 23 日袁
南溪区 2017 年第三期铁军讲坛在会
议中心举行遥 此次讲坛对习近平野7.26冶
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解
读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吉斌及区四家
班子在家领导出席并听取授课遥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袁习近平总书
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袁站在时代和全
局的高度袁 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袁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袁深刻阐述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袁深
刻阐明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袁提出了一系
列新的重要思想尧重要观点尧重大判断尧
重大举措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尧战略性尧
前瞻性尧指导性袁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尧 思想基础尧
理论基础袁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

文献遥
此次讲坛邀请中共宜宾市委讲师
团团长廖礼华带来以野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袁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
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冶为题的专题授
课遥授课紧紧围绕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
记野7.26冶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曰准确把
握习近平总书记野7.26冶重要讲话精神
实质曰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袁
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等方
面袁为与会全体人员带来生动而意义深
刻的一堂课遥
区委常委尧宣传部长胡建军主持仪
式并要求要在深入尧宣传尧贯彻三个方
面继续下功夫袁进一步深刻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野7窑26冶重要讲话精神重大意义
和实质袁同时要根据省委尧市委安排部
署袁做好迎接野六大专项冶督查工作袁结
合南溪实际袁学以致用袁用以致学袁以新
气象尧 新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遥

南溪区召开栋梁工程助学金捐赠发放仪式暨总结表彰会

市政协来南开展民主评议住建城管系统工作座谈会
本网讯渊记者 钟雪珂冤8 月 24 日袁市政协
来南就南溪区住建城管系统工作开展民主评
议袁区政协主席余水情主持评议座谈会遥
会上袁市政协一行对南溪区住建城管系统
工作表示了肯定袁并指出袁民主评议是政协民
主监督职能的主要形式袁 此次评议工作中,委
员们本着严格评议尧客观求实的思想,提出了
很多实事求是尧中肯客观的意见和建议遥 被评
议部门高度重视,准备认真,收到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遥 通过此次民主评议,被评议部门更加
清晰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明确了今
后努力方向,推动了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遥 同
时,委员们通过评议,进一步明确了职责,对更
加有效地履行 民主 监督 职能起 到了 积极 作
用遥

余水情在会上作了表态性发言袁她指出袁
南溪将认真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袁 进一步深化
认识,积极探索,不断提高新形势下民主评议
的水平, 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民主评议的新形
式,加强沟通配合,不断提高民主评议工作的
质量,为构建幸福美丽新南溪做出更大的贡献
遥
区政协副主席彭建出席座谈会袁 并汇报
了区政协对住建城管系统工作开展民主评议
相关情况遥
会上袁 区住建城管局负责人汇报了住建城管
工作开展情况遥
会上袁 与会人员纷纷建言献策为南溪城市建
设更好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遥

宜宾城建集团到石鼓乡黄金村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力量遥
余维 金指 出袁宜
宾城建集团将积极支
持黄金村脱贫致富袁
为黄金村提供技术培
训后盾袁 让所有的贫
困群体都能学习更多
的技能袁 走上产业扶
贫的道路袁 争取实现
黄金村早日脱贫遥
随后袁 胡建军对
余维金及城建集团对
黄金村的帮扶工作表
示赞赏和感谢遥 就石
鼓乡下一步脱贫攻坚
工作袁胡建军指出袁要
本网讯渊记者 罗洋冤8 月 24 日袁宜宾城建
进一步比照脱贫清单查漏补缺袁确保脱贫户户
集团董事长余维金到石鼓乡黄金村开展金秋
助学活动袁区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胡建军出席 户达标曰 要进一步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袁
制定短中长期规划袁壮大村集体经济遥
活动遥
据悉袁石鼓乡 2017 年计划脱贫 63 户 174
活动中袁 余维金详细了解了 8 名贫困学生
人袁其中黄金村今年脱贫
31 户 88 人遥
的家庭和学习情况袁 并为贫困学生捐赠助学
金袁希望他们努力学习袁为自己家庭脱贫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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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袁做好迎接野六大专项冶督查工作袁结
合南溪实际袁学以致用袁用以致学袁以新
气象尧 新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遥

胡建军率队到石鼓乡督导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
本网讯 渊记者 罗洋冤8 月 24 日上
午袁区委常委尧宣传部部长率区委宣传
部尧区信息中心尧文广尧水务等相关部门
到石鼓乡督导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
治等工作遥
胡建军一行先后来到石鼓乡卫生
院尧污水处理厂尧黄沙河石鼓乡段等地袁

对石鼓乡地质灾害监测点进行了实地
勘察袁并详细了解地质灾害点防治工作
的进程遥
胡建军指出袁务必加强对地质灾害
点的监测袁完善体制机制袁提高监测力
度袁加强隐患排查袁切实将安全工作落
到实处袁保护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