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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爱卫生，为自己带来愉悦，为城市增添亮色。

经研究，决定将达州市“敢担当
善作为好干部”拟推荐人选杨雷等
16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
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限
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
来电、来访等形式，向达州市委组织
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个人
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

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

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12月3日起到12

月9日止。
4.公示期间，既可对16名拟推荐

人选提出意见，也可另推其他符合条
件的人选，另推人选纳入推荐人选比
选范围，通过全面比选确定最终人选。

5.公示联系科室和受理方式。

联系科室：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地址：达州市市政中心综合楼 1605
室；邮编：635000。

举 报 电 话 ：0818-12380，
0818-2391630（传真）

短信举报：15282428111
举报网站：http://12380.dzdjw.

gov.cn
中共达州市委组织部
2019年12月2日

达州市“敢担当善作为好干部”
拟推荐人选公示通告

达州市“敢担当善作为好干部”拟推荐人选公示名单 （详见 版）

本报讯 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
治达州。12 月 2 日上午，2019 年达州
市“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宪法宣誓
活动在人民广场举行。市委书记包惠
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胥健
出席。市委副书记徐芝文主持。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
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
力奋斗!”上午 10 时 30 分许，在包惠的
领誓下，与会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包惠在讲话中指出，达州当前正
处在加快实现“两个定位”、奋力争创
全省经济副中心的关键时期，良好的
法治环境至关重要。全市上下要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上来，紧紧围绕全市法治工作实际，
紧扣“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牢牢
把握新时代宪法宣传的新特点、新规
律，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
容、拓展宣传渠道，迅速掀起宪法宣传
教育的新一轮高潮，让弘扬宪法精神
的旗帜在巴渠大地高高飘扬。要进一
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将法治宣传教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全面深化改革、与打赢脱贫
攻坚战、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
作紧密结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法治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自觉把宪

法誓言铭刻于心中，把宪法精神转化于
行动，奋力争当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和有力推动者，
为全市实现“两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
副中心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随后，包惠、胥健、徐芝文等共同
触摸大屏幕，启动“宪法宣传周”，并在

“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签名墙上郑重签名。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直机关

工委书记洪继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胡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景
弘，市政协副主席蒲春天，以及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
志，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企业、学
生、群众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结束后，77个市级部门、
单位（企业）开展了法律咨询和法治宣
传活动，现场发放《宪法单行本》《宪法
知识折页》等普法宣传册3000册和《劳
动合同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40余种
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
资料3.8万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200余
人次。 （本报记者 谭楚甲 摄影报道）

我市举行“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暨宪法宣誓活动
包惠讲话 胥健出席 徐芝文主持

初冬时节，一只只白鹭在清澈的前
河河面上飞舞。这些美丽精灵的到来，
缘于宣汉县前河流域近年来发生的新
变化：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前河为何变清变美？2017 年以
来，宣汉县自觉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形成了“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
人管”的新格局，在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河道水域岸线管理等方面取得初
步成效，前河流域河畅、水清、岸绿的景
象开始显现。

严格实施“河长制”
前河流域有了“守护人”

前河发源于重庆城口与巫溪县交
界的碑梁子，至宣汉城东与后河一起汇
入州河。前河主河道长178公里，域内

山高坡陡，滩多弯急，落差大，水流湍
急。沿河涉及宣汉县共 22 个乡镇，涉
及人口65.73万人。

然而多年前，前河流域农田、村落
密集，湖滨缓冲带被人为侵占，加之近
年水土流失严重，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大量污染物未经处理后直接
进入前河，再流入州河。

宣汉县自2017年启动河长制工作
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建
立了县、镇、乡、村四级河长管理体制，

把党政领导推到治水工作一线，河长
制管理实现全覆盖。各级河长认真落
实好“治、管、保”职责，抓好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等工作。

2018年3月，《达州市前河一河一
策管理保护方案》出台，提出到2020年
前河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乡镇集中式水源保护区水质优良比例
达100%、国考监测断面水质达到或优
于III类等具体目标，实现“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总目标。

实施源头控制
让污水无处“流窜”

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前河流
域人口密集，大量河道位于人口居住区、
农田耕地旁。乡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水
倒入河中现象时有发生，畜禽散养比例
高、涉及群体大，一些散养户将粪污直排
前河。2017年以来，宣汉县进一步厘清
现状，制订了“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畅流
活水、生态修复、长效管护”的河道治理
原则， （紧转第二版）

山更绿了 水更清了
——宣汉县加强前河流域水环境治理掠影探

访
探
访

母亲河


⑧

前河流域水清岸绿前河流域水清岸绿

本报讯 “感谢市住建局为我们小
区业主治好了18年无法办理产权证这
块‘心病’。”近日，西外新区久昌鑫民苑
小区部分业主代表来到达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送上写有“为民解忧办实
事、十八载难题今破解”的锦旗，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近些年，达州房地产市场快速发
展，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但
相伴而生一些问题楼盘，导致购房户多
年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成为困扰群众
的“心病”。建设于2001年的久昌鑫民
苑小区就因为无法办理分户证和核定
维修资金，导致小区业主一直不能办理

不动产登记。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市住建局立足实际，坚持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下
真功夫，始终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部分问题楼
盘购房户多年拿不到产权证的“心病”，
出台多个办法化解购房户办证难题，不
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

成立解决住建领域遗留问题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办证楼盘台账，按照一
个楼盘一个责任领导、一个工作专班、

一个化解方案，落实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措施清单、时限清单，推动购房户办
证问题有序解决。

对问题楼盘进行分析梳理，找准问
题根源，针对不同的原因对症下药，分
类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发挥住建部门牵头作用，推动建立
遗留问题处置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整合
住建、自然资源、公安、税务、法院等部
门资源，对涉及面广、债权债务关系复
杂的遗留问题，集体会商，形成多元化
解合力、多维处置格局。通过部门联
动，解决了天恒花园、康郡小区、天悦名
居、恒阳骊都、万锦城等28个楼盘办理

产权证问题，涉及购房户约 1.96 万户
5.88万人。

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先行为购
房户办理产权证。今年 9 月，市住建
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税务局急群
众之所急，会商形成《集中解决近期不
动产登记突出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

“相关职能部门的形式要件不作为不动
产登记的前置条件”。

9 月以来，解决了罗马郦城、金岸
世纪、久昌鑫民苑等6个楼盘办理产权
证问题，涉及购房户约 0.44 万户 1.32
万人。

据悉，近 3 年来，市住建局会同相
关部门解决办证遗留问题楼盘 34 个，
涉及购房户约2.4万户7.2万人。

（覃天 特约记者 贾金戈 本报
记者 严衡玬）

市住建局多措并举解决“办证难”

本报讯 11 月 29 日，全市自然
资源工作专题会召开。市委副书记、
市长郭亨孝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邓瑜华主持。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传达学习了全
国国土空间规划视频培训会精神，详
细了解了全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开展情况，并对全市新一轮国土空
间规划用地保障进行安排和部署。

郭亨孝指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
划用地保障工作包括科学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
边界三条控制线，对我市后续发展影
响巨大，相关部门要认识到位，以对

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制定好我市新一
轮国土空间规划。各级党委政府要
明确应干、能干、该干事项，对各辖区
城镇化、工业化、交通布局、一二三产
业布局等清晰规划、科学决策。要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土空间规
划相关政策和指导性意见精准掌握，
对我市自然资源规划的历史遗留问
题的形成过程了解清楚，用好新政
策，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相关职能
部门要勇于破题，加大批而未供和闲
置土地清理处置力度，在盘活存量和
节约集约用地上下功夫，以高质量谋
划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推动达州经
济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陈文胜、市政府秘书长向
仕春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江吉)

制定好国土空间规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郭亨孝出席全市自然资源工作专题会

并讲话

本报讯 12月2日，达州市第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 73 次主任会议召
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胥健主持会
议。

会议讨论了关于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关
于开展《达州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
例》专题询问相关方案；关于达州市
2019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查结
果报告；关于对市生态环境局、市统
计局、市政府服务管理局、国家税务
总局达州市税务局的工作评议意见；
关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32号重
点建议督办结果的报告；关于市四届
人大四次会议第 090 号、第 102 号、

第253号重点建议督办结果的报告；
关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37 号
重点建议督办结果的报告。

会议还讨论了2020年市人大常
委会拟安排工作要点；市人大农委关
于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审议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市四届人
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代表提
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友清、梅
榕、胡兵、朱丰年，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向守宇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厅级干部陈绪科列席会议。

（本报记者 程科）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73次主任会议召开

胥健主持

本报讯 11 月 30 日上午，鹿鼎
寨公园、龙爪塔公园、塔沱滨河公园
景观连接工程塔环路一侧 2 号天桥
吊装基本完成，朝阳中路一侧的1号
天桥计划近期施工，确保在春节前全
面竣工、投入使用。

“我觉得这是达城最美的天桥。”
在警戒线外看天桥施工的市民陈先
生笑呵呵地说，景观连接天桥把塔沱
片区的鹿鼎寨公园、龙爪塔公园和塔

沱滨河公园这三大公园连接起来，构
成西外最美丽的风景，他很期待天桥
早日建成。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朝阳中
路 1 号天桥计划于近期施工，接下
来将加快桥面铺装，护栏安装、钢箱
梁外造型、装饰灯光安装等施工，确
保景观连接工程在春节前全面竣
工、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杨航）

鹿鼎寨公园、龙爪塔公园、塔沱滨河公园

景观连接工程春节前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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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民生保障网
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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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惠的领誓下，与会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