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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 2018 年春节老干部座谈会举行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
不遗余力为广元发展献策出力
广元晚报讯（广元日报记者 蒲
洪旭）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昨
日下午，市委市政府 2018 年春节老
干部座谈会举行。市委书记王菲，
市
委副书记、市长邹自景，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邓光志，
市政协主席杨凯等出
席会议，与老领导、老干部们欢聚一
堂、
共迎新春，
回顾过去、
畅谈未来。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上下始
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通
过统筹‘大学习、大宣传、大讨论、大
调研、大贯彻、大督查’六大活动，进
一步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
工作大落实，2017 年全市各条战线
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市委坚定贯彻习近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结合广元实
际，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产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市委、市政府举全市之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方法得当、措施得
力，打好了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增强
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加快建设川陕甘接合部现代
化中心城市站位高、定位准、目标明
确、符合实际，广元的明天一定会更
美好。”
……
会上，赖明扬、赵立中、唐全林、
母继福、何启书等老领导先后发言，
纷纷为广元一年来所取得的优异成
绩点赞，并为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好
的意见和建议。王菲等市领导认真
倾听、仔细记录。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王菲代
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
政协向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并通过
他们向全市离退休老干部及家属，

致以新春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王
菲说，过去一年，市委始终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重大
决策部署，大力实施“三个一、三个
三”兴广战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脱贫攻坚再战再胜，
创新改革步稳蹄
疾，人民生活持续向好，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征
程中迈出了铿锵而坚实的步伐。
“过去一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
全市广大离退休干部的关心关注、
鼎力支持。”王菲向老领导和老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
意。他说，过去的一年里，全市广大
离退休干部心系事业、心系发展、心
系人民，充分发挥自身政治优势、经
验优势和威望优势，积极参加系列
正能量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自觉

关心和支持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地
为广元发展献策出力，充分彰显了
全体老干部“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
色”的高尚情怀和境界。
“过去的岁月，老领导、老同志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完成了党交给
的时代重任，为广元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广元今后的发展更加需
要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关心和支
持。”王菲说，离退休干部是党的宝
贵财富，也是推进广元经济社会跨
越发展的积极力量。他希望，各位
老领导、老同志要进一步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始终与
中央、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希
望继续坚定支持市委市政府各项工
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继续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多献智慧、多作贡献，

婚姻工龄等民生档案
川渝有望实现异地互查

全省全市
“项目年”工作会议召开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推动项目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
广元晚报讯（广元日报记者
兰宜谦）昨日，全省“项目年”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市委
副书记、市长邹自景，市委常委、
副市长刘少敏在广元分会场参加
会议。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提档
升级、促进完善、培育创新上下功
夫，持续深化“项目年”工作。要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突出统筹布
局、精准发力、优化服务，促进“项
目年”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强化
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强化督
查通报，强化要素保障，确保“项
目年”工作落到实处。
为确保 2018 年全市项目工作

高速启动、高起点开局、高质效推
进，在省上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
我市接着召开全市 2018 年“项目
年”工作会议。
邹自景指出，
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市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
进、
跨越发展”
。要实现跨越发展，
必须牢牢抓住项目投资这个
“最大
引擎”。2018 年，全市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要确保实现 865 亿元以
上，增速 20%以上。各级各部门、
各级领导干部要认清形势，
树立更
为强烈的发展意识，增强紧迫感，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步伐再快一点，办法再多一点；真
正做到自我加压，
既要做到坚定信
心、
下定决心，
又要敢于攻坚克难，

打一场项目建设的攻坚战，
实行项
目建设大比武，
努力推动项目投资
工作再上新台阶。
邹自景要求，要突出重点、创
新举措，扎实开展好“项目年大比
武”
活动。一要在
“吃透”
二字上下
功夫，比项目谋划，在吃透广元比
较优势、产业发展现状、国家和省
上重大战略的基础上谋划项目。
二要在
“主动”
二字上下功夫，
比项
目争取和招引，积极主动向上争
取，主动出击招商引资，主动承接
产业转移，充分激发民间投资活
力。三要在
“加快”
二字上下功夫，
比项目建设，咬紧时间节点，抓紧
抓好
“开门红”
工作，
加快重点项目
建设。四要在“强化”二字上下功

夫，
比要素保障，
强化资金保障、
用
地保障、
用工保障。五要在
“质效”
二字上下功夫，比项目服务，持续
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开展“马
上办”
行动，
持续优化市场环境，
加
强诚信建设，
建立亲清政商关系。
邹自景强调，要坚定不移抓
落实，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增强责任担当，继续坚持
和完善市领导挂联重点项目制
度，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把项
目投资作为重中之重，带头抓、亲
自抓、切实抓好、抓出成效。要强
化 项 目 管 理 ，加 强 项 目 统 计 管
理 、项 目 质 量 管 理 和 项 目 安 全
管理。要强化督查考核，强化考
核结果运用，
强化项目督查。

筹集资金 60 万元 慰问 600 户困难养路职工
工克服工作报酬低、劳动强度大、
工作条件差等诸多困难，清扫路
面，疏通边沟，培护路肩，种植行
道树。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全
市公路始终保持了畅、洁、绿、美、
安的通行状态，特别是全市国省
干线公里路面使用性能指数连续
三年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一年一
度的路况检测，得到了交通运输
部检测组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充分
肯定。
周键对全市公路养护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长期奋战在全市公路养护战线
的广大干部职工致以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周键要求，交通
运输部门要切实履行好主责，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深人到职工群
众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进一步改善一线职工生产生
活条件，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满
腔热忧地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
切实维护好、解决好、实现好广大
养 路 职 工 最 关 心 、最 迫 切 的 需
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
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作用，全方位了解基层广大干部
职工的思想状况、工作状况、生活
状况及其合理诉求，注意细节、注
重落实，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向
基层倾斜。
周键希望，广大公路养护职
工继续发扬“甘当铺路石”的奉献
精神，努力克服困难、补齐短板，
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工
作效率和质量，为决战决胜整体
连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
加快建设川陕甘接合部现代化中
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便民电话：
市纪委效能投诉电话：96960

“强化服务手段，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档案服务。”近日，全省档
案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我省将进一步提升档
案利用服务水平，依法做好档案开
放利用服务工作。据省档案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努力推进四川
省档案馆与重庆市档案馆实现民生
档案异地互查。
据了解，今年全省档案工作将
重点从抓好政治建设、服务中心大
局、规范化建设、标准化建设、信息
化建设、凝聚档案共识、保障档案安
全、自身建设等 8 个方面开展。今
年，全省档案系统将围绕中心工作，
围绕改革开放 40 周年、
“ 一带一路”
建设等重大题材，利用档案实施系
列宣传展示活动；做好全面创新改
革、污染防治“三大战役”、脱贫攻
坚、十大民生工程等项目的档案资
源建设、管理工作。
川欣

我省废止 222 个
住建行业文件

我市开展关爱公路养护职工集中慰问活动
广元晚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
欢）昨日，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
局开展关爱公路养护职工集中慰
问活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
总工会主席周键出席活动并讲
话，市政协副主席吴桂芬参加活
动。
此次集中慰问活动共筹集资
金 60 万元，慰问 600 户困难养路
职工。
目 前 ，全 市 公 路 总 里 程 达
19852 公里，从事公路养护管理的
一线职工 1600 余人。广大养护职

在实施“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
中展现新作为，为决战决胜整体连
片贫困到同步全面小康跨越、加快
建设川陕甘接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
作出更大贡献。
王菲强调，老干部工作是党的
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九大把“认
真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作为党的
建设重要任务来部署，要求推动老
干部工作更好地融入新时代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
强对老干部工作的领导，切实增强
老干部政治上的荣誉感、组织上的
归属感、生活上的幸福感。
会上，邹自景通报了 2017 年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2018 年重
点工作安排。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许东明主
持会议。

匪警：110

近日，省住建厅通告废止关于
印发《四川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四
川省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七个实
施办法》的通知等 222 件住房城乡建
设厅文件，涉及建筑劳务、工程招
标、地震灾后重建技术导则等多个
领域。
失效废止的文件属于省住建领
域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不一致、适
用期已过、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
务已完成以及已被新的文件规定涵
盖或者替代的文件，废止并停止执
行后，这批文件将不再作为行政管
理的依据。
罗之飏
火警：119

急救：120

民生热线：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