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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渠时讯

渠县打造一流生态滨江名城

渠江两岸城市风光

●近年来，渠县
围绕建设“四川一流
生 态 滨 江 名 城 ”目
标，统筹空间、规模、
产业三大结构和生
产、生活、生态三大
布局，持续做好多彩
山、秀丽水、宜居城
三篇文章，整体推进
新型城镇化，实现了
县 城 更 靓 、场 镇 更
特、新村更美。

重规划，突出滨江特色
隆冬时节，在去年底才建成开园
的渠城流江河北岸生态滨江走廊内，
三五成群的市民，或舞姿蹁跹，或谈
笑风生，成为这个冬日里一道最生动
的城市风景。
流江河北岸生态滨江走廊的开
园，与渠城东岸生态滨江走廊遥相呼
应 ，让“ 两 江 四 岸 ”浑 然 一 体 ，渠 城
——这座
“公园城市”呼之欲出。
“道路很宽敞，又干净，空气也
好，平时过来逛的人很多。”渠城市民
李小芬说，最近几年，渠城的变化很
大，她最大的感受就是公园增多了，
而且公园的品质也提升了，新修的桥
梁、道路也让整个城市交通环境有了
很大的改观。

十分累人。现在，渠江三桥通车后，黄
师傅不到 15分钟就可进城。
“再也不
用绕个大圈子上班了。”黄师傅说。
城市建设，基础先行。渠县按照
“拉大骨架、完善功能、打好基础、滚
动发展”的思路，先后高标准建成南
城、北城、东城生命通道及生命通道
连接线，渠江二桥、渠江三桥等重大
交通项目先后竣工通车，黄花大道正
加快推进，
渠江四桥项目也已准备开
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既完善了对内畅通、对外联通的交通
网络，又将城区三大组团有机连成一
体，
逐步构建支撑起50平方公里、
承载
人口50万的中等城市主骨架。
适应城市快速拓展，配套设施建
设也快速跟进。扩建老城区污水处理
厂，迁建城区水厂取水泵房，县城第
为进一步凸显“滨江区域”特色，
二座污水处理厂建成投产，垃圾发电
渠县充分依托悠久的賨人文化、汉阙
文化和独特的“两江四岸一湿地”等
厂引资建设，实现垃圾污水无公害处
理；同时，渠县还加快建设城市地下
自然山水地理资源，科学编制《渠县
综合管廊、城市地下停车场等，持续
城市总体规划》及各项专项规划，把
城镇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交通发展
推进城市绿化建设，让拥挤的城市开
始显山、露水、透绿、现蓝，城市品位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衔接，加
和形象得到较大提升。
快城市生态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县
城生态化发展。依托马鞍山绿色生态
兴产业，产城融合支撑
主题公园、八濛山三国文化主题公园
渠江镇山星村，原来只是一个极
和渠江，既做好多彩山的文章，又做
为普通的农村行政村，但其紧邻城
好秀丽水的文章，更做好宜居城的文
区，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明显。在引进
章，让城市在山水之中、山水在城市
建立长德商贸城后，这里已是集商品
之中，全力建设高品质滨江城市。
交易、仓储配送、商务会展、金融服务
夯基础，完善城市功能
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商贸物流城，人
家住渠县天星镇火车站的黄师
气、商气、财气在这里不断汇聚，一跃
成为渠县一个极为重要的城市组团。
傅在渠县城里搞装修，过去每天进
渠县用“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
城，由于路程较远，不仅花费时间，还

3
●

思路和办法，科学规划了“一区四园”
产业园区，大力推进产业和城市融
合、城区与园区融合，统筹安排城区
和园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使园区与城区融为一体，成为渠县经
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走进渠县工业园区，一排排簇新
的厂房拔地而起，生产车间热火朝
天。渠县工业园负责人说，农副产品
加工、机械电子、服装服饰、汽摩配已
逐步发展成为渠县支柱产业。2017
年，
“一区四园”已入驻企业 50家，西
部国际服饰产业城入驻企业 13家；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00户，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210亿元，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解决
就业 5000多人……
以“园”兴“城”、以“城”促“园”、
产城良性互动，渠县投资“洼地”效应
日益显现，正成为客商来了就不想走
的城市。香港盛大百货、永辉超市、四
川铁投等一线品牌和实力企业相继
进驻渠县，邦基服饰等企业成功落
户，杰米熊童装等项目顺利开工，与
亿利集团等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2017年，渠县引进项目 42个，其中 5
亿元以上项目 10个，签约资金 169
亿元。
经过大手笔规划、大规模建设、
大力度管理，渠县城市环境、功能、品
位得到全面提升，民生保障也更加有
力。俯览渠城，一条渠江穿城而过，两
岸高楼拔地而起，四面青山层峦叠
嶂，这座充满魅力的滨江县城正华彩
绽放。
□文/
图 特约记者 杨东

加快发展的好参谋 服务群众的好帮手

万源市
集中开展就业扶贫“三送”活动

本报讯 近日，正值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之际，万源市组织市总工会、市人社局等多部门
（单位），召开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集中开展送
岗位、送资讯、送礼包“三送”活动，助推 2018年
就业扶贫工作良好开局。
本次活动设立了主会场和 52个乡镇分会场。
在主会场，
38家企业搭建了招聘服务区，
为建档立
卡未就业贫困劳动力、高校未就业大学生、退役军
人、返乡农民工，提供保安、厨师、文员、销售、焊
工、电工、保管员等 20余个工种 400个就业岗位。
活动现场还搭建了政策咨询台，为现场群众提供
社会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就业促进、农民工
维权等方面的政策咨询服务。
同时，
在火车站出站
口向返乡务工人员赠送春节大礼包。
据统计，
此次
“三送”
活动共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1万余份，
新春大礼包1100个，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520人次，
现场成功签约318人。 （魏莉 陈飞）

达川区房管局
优质高效便民服务获群众称赞

本报讯 “感谢达川区房管局工作人员不辞
辛劳加班加点地为我们企业服务。”近日，达州莱
克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来到达川区政务服务
中心房管局窗口，向该局工作人员送上一面写有
“廉洁高效扶企业，依法行政促复兴”的锦旗，以
表达公司对达川区房管局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
的感谢之情。
据了解，达川区房管局入驻达川区政务服务
中心以来，每年都被评选为“优秀服务窗口”。达
川区房管局窗口因为其高效、主动、优质、热情的
服务，常常收到服务对象送来的感谢信、锦旗等。
（肖兰芳）

宣汉县人大代表联络站高效运转
本报讯 “我抱着试试的想法
去反映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
了，人大代表联络站就是好！”近
日，宣汉县漆碑乡场镇居民符纯美
向乡人大代表联络站反映社区排
污沟时常堵塞问题，联络站立即派
人实地查看，并第一时间向乡党委
提出工作建议。经过集中整治，排
污沟通畅了，环境舒适了。
这是宣汉县推进乡镇人大工
作在法治框架下改革创新，让基层
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有事情可
做、有地方履职”的一个缩影。
2017年以来，宣汉县在全县
各乡镇和 569个村（社区）创新建
立人大代表联络站，打通了人大代
表联系群众的“最先一公里”和服
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党
委、代表、选民
“三方满意”。
该县出台《宣汉县乡镇人大工
作在法治框架内改革创新方案》等
三个指导性文件，高标准推进阵地
建设，各乡镇人大建设 1个联络
室，各村（社区）按照
“资源整合、一
室多用、共建共享”原则，将联络站
设立在村（社区）办公室。县财政
专项预算工作经费 245.
8万元，为
各联络站配置统一标牌和办公设
施。高要求推进队伍建设，各联络
站设站长、联络员各一名，站长由
村书记或村主任中的人大代表担
任，联络员由村文书担任，成员为
辖区内的人大代表和不是代表的

村干部组成。全县 1000名县乡两
级人大代表在联络站义务履职。
该县专题培训站长和联络员，不断
提升代表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
力。同时，推行积分管理制度，将
群众满意度测评分数和日常考核
分数综合量化，对平均分低于 80
分的确定为工作不合格，倒逼各联
络站重服务、抓落实。
各乡镇人大联络站高效运转，
真心为民，乡镇赶集日全天固定接
访，代表适时带着问题约访，每年
两次全覆盖走访。对选民诉求属
村（社区）解决的，10天内明确答
复；属乡镇解决的，30天内回复意
见；属县级解决的，3个月内反馈
情况。联络站通过 QQ群、微信
群、宣传册等方式，广泛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全方位收集群众意见，
定期向当地党委反馈，成为加快发
展的好参谋，服务群众的好帮手。
去年 8月，在该县石铁乡按原规划
设计实施场镇改造时，社区群众向
人大代表联络站反映，希望政府改
造老街路段以保障场镇赶集日和
逢年过节道路畅通。乡党委和政
府立即调研，并对规划设计进行修
改，有效解决了场镇拥堵老问题。
截至目前，该县人大代表联络
站共宣传政策 10000余次，向县、
乡党政提出建议 1000余条，采纳
处理及回复率达 95%。
（陈丽佳）

大竹县民政局
举办新春游园活动

本报讯 2月 12日下午，大竹县民政局举办
了新春游园活动。
活动中，该局职工以党小组为单位参与欢乐
套圈、飞镖、运福蛋、乒乓球投准、一气呵成五个
游园项目，每个游园项目分设个人奖和小组奖。
活动内容益智益趣，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
语不断，充分彰显了民政干部职工的风采。
此次游园活动，
不仅丰富了民政干部职工的精
神文化生活，
营造了民政
“欢乐家”
的温馨氛围，
增进
了同事间的友谊，
还增强了干部职工的凝聚力、战
斗力。
（周孟颖 特约记者 王晓林）

开江县启动 2018新春群众文化展演
本报讯 为营造新春节日氛
围，切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2月 12日，开江县“百姓大舞台
有你更精彩”2018新春群众文化
展演活动在该县橄榄广场正式启
动。
据了解，本次“百姓大舞台”
展演活动将集中在该县橄榄广场

上演，从 2月 12日持续到 2月 20
日。每天都准备了不同的主题表
演，内容有
“欢天喜地过大年”
“锦
犬送福迎新春”
“ 激扬青春炫风
采”
“全面小康颂党恩”等，通过本
土“民星”自编、自导、自演的形
式，将“拗棒”
“ 水族闹春”
“ 板凳
龙”等优秀地方民俗文化搬上舞

台，结合歌舞表演、相声小品等，
将民俗与现代相融合，为广大群
众献上一道道内涵丰富的“文化
盛宴”。
（特约记者 唐富勇 摄影报道）

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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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 去旅行 10000元微信红包大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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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送团年饭优惠券、
购车优惠券、
培训班代金
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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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张
“春节旅游全家
福”
，
有机会登报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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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云南、海南游，
另外赠送加湿器、
橡胶枕
头。特色景区包括：
云南
昆明、
大理、
丽江、
腾冲、
西双版纳、
芒市等，
海南
三亚、
蜈支洲岛、
南山、
亚
龙湾、
天涯海角、
宋城千
古情等，
还有竹竿舞、
黎
乡小调、
篝火晚会等娱乐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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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商银行员工
自办年货送给贫困户
近日，市农商银行员工陈鹏来到宣汉县
塔河镇号楼村，为几位贫困户和孤儿送去年
货和慰问品，并鼓励他们多学技术，依靠技术
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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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陈鹏被选派到号楼村担任党支
部“第一书记”。现在陈鹏虽离开了号楼村，
但他对该村的贫困群众始终记挂在心。2
0
1
8
年春节临近，陈鹏从自已微薄的工资中拿出
钱来，为该村贫困户和孤儿家置办了年货，并
一一为他们送到家中。
（本报记者 漆慧霞 摄）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备案（达市工商）登记内备核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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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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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拟注销“四川茂森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
5日内到我公司
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镇新锦社区新锦小
区 1号楼 1单元 1楼 4号
联系人：
杨小平 电话：
13659067733
四川茂森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 2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