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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帮扶贫困户
用技术打开致富路

全区 32 名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深入农村（社区）

联系点走访慰问，3797 名机关党员干部深

入帮扶村、联系社区、结对农户家中，详细

了解帮扶对象生产生活情况。针对不同

联系对象，相关部门分类分层开展形式

多样的帮扶活动。

对农村贫困户，采取“输血济困”和

“造血帮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产业扶

贫、金融扶贫、精准就业、保障救助等一

系列扶贫措施，打出精准“组合拳”，引

导贫困户技术脱贫、发展致富；对下岗

失业党员，通过举办技能培训班，增长

其 就 业 技 能 ，并 向 其 提 供 各 类 就 业 信

息。

贴心走进孤寡户
暖言絮语解孤独

民政、工会、群团、妇联等相关部门和

志愿者协会，充分 利 用 580 志 愿 服 务 平

台，组织机关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

医疗卫生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 1600 余

人开展健康保健、亲情陪护、卫生保洁、

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炎炎夏日

为孤寡老人送上党的关怀。截至目前，

全区开展各类志愿活动 150 余场次，慰

问孤寡老人 120 余名。

仁心医治病患户
送医下乡问疾苦

为扫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一脱

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区委在抓好走

访慰问的基础上，组织卫计局、医院等

单位，精准识别确定医疗扶持对象，大

力开展送医下乡。采取一名医生包联 1
户以上因病致贫家庭和一个医生团队包

联 1 个以上贫困村相结合的办法，因病

定医。包联医生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上门

医疗救助服务，为因病致贫群众提供诊

疗、免费健康体检、康复指导、健康教育、

科学就诊引导等个性化服务。目前已上

门服务 4000 余人次。该活动得到社会关

注和群众的称赞。

衷心关怀老干部
诚挚问候送祝福

积极开展老干部关心关爱活动，通过

走访慰问、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向老干部

们传达了党委政府的崇高敬意和诚挚祝

福。加大对老干部关怀，详细询问他们的

生活情况、健康状况以及对组织的意见和

建议。同时，借此契机建立县级领导联系

老干部机制，通过定期不定期的沟通联

系，让老干部切身感受到他们的话有人

听，反映的情况有人问，他们的事有人管，

从而让老干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

势和群众基础优势，为船山区经济社会发

展发挥余热。

精心策划锤党性
别样党课筑初心

区委将“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与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有机

结合，把走访慰问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的重要标准，始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整体联动。让走访慰问的过程成为宣

讲党的政策、教育引导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的过程。通过走访慰问，让广大干部切

身感受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心理受到

了震撼，思想接受了洗礼，党群干群关系

进一步密切。截至目前，党员干部累计慰

问 1300 余人次，发放慰问资金 80 余万元，

讲党课 120 余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200 余条，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190 余

个。

区委组织部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区委组织部获悉，按照

省委、市委、区委对“七一”慰问工作的安排部

署，船山区将用 49.94 万元党费慰问贫困党员、特

困群众和用于脱贫攻坚工作。

据了解，此次近 50 万元党费主要来自于省

委组织部划拨给我区 12 万元省管党费，将用于

慰问农村生活困难党员、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

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 25 人，慰问曾担任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主任 10 年以上现已离任、生

活困难的村 (社区 )干部 35 人。同时，市委组织

部划拨船山区 14.24 万元市管党费。其中 10 万

元用于脱贫攻坚，4 万元帮扶党员、群众，0.24
万元用于拨付基层党组织活动经费。此外，我

区还从去年补缴党费中列支 31.6 万元，用于支

持脱贫攻坚、帮扶生活困难党员、群众。从留

存党费中列支 2.1 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困难党员干

部、老党员的慰问。

蒲体德

本报讯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蒲体德到仁里镇倒碑垭村走访慰问 81 岁老党员

阳思玉，为老人送上慰问金。

蒲体德与阳思玉一家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

了解了老人的生活情况和健康状况。当得知老

人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时，蒲体德要求仁里镇和村

干部要关心老人的生活，帮助老人解决实际困

难，让老人安享晚年。曾任倒碑垭原村支部书记

的阳思玉对党组织的关心十分感谢。他表示，作

为一名老党员，今后将继续发挥余热为全村发展

做贡献。

袁旭

本报讯（杨雨）6 月 26 日，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区总工会主席袁旭来到天宫路社区，入户看

望慰问了贫困党员申志翔，为他送去了慰问金和

节日的问候。

在申志翔家中，袁旭询问了申志翔的家庭情

况，详细了解了他的身体情况和收入来源。据了

解，申志翔和儿子住在一起。年事已高的他身患

重病，生活困难。在得知情况后，袁旭向老党员

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了

感谢。并嘱咐街道、社区干部尽量为其排忧解

难，让老党员能够安享晚年。

蹇世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6 月 29 日，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蹇世誉到唐家乡周家沟村，看望

慰问贫困党员。

党员杨兴怀曾是周家沟村党支部书记，蹇世

誉感谢杨兴怀对该村发展所做的贡献。同时，鼓

励他发挥余热，继续为周家沟村发展建设献计出

力。

在随后举行的宣讲会上，蹇世誉结合周家沟

村的实际情况，深入浅出地向该村党员和村民传

达了省党代会精神。蹇世誉指出，要把省党代会

精神贯穿工作始终，着力搞好产业发展，进一步

提高群众经济收入。

当天，蹇世誉还看望慰问了周家沟村贫困群

众杨清珍。

黄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6 月 30 日，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黄钰到育才路街道办裕丰社区、

永兴镇蒲草沟村，看望慰问困难党员。

在裕丰社区，黄钰看望慰问了困难党员陈烈

勋，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组织建设、服务人民所做

的贡献。同时，勉励他继续发挥余热，积极支持

社区建设。

来到蒲草沟村，黄钰与杨运秀、蒋朝康两位

党员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身体情

况。得知两位党员均身患重病时，黄钰叮嘱他们

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七一关怀送真情党的慰问暖人心
“五心”慰问全覆盖 关怀送进党员心中

构建“5+1”帮扶新格局
“金融村官”服务扶贫村

“村上多亏了这个金融村官。他

让我知晓了扶贫贷款政策，并帮我申

请到了用于发展产业的贷款。不然

今年养牛计划就泡汤了。”7 月 2 日，

河沙镇梓桐村贫困户吴兵告诉记者。

今年 5 月 27 日，河沙支行行长涂

郭东和全区 31 名市农商银行船山支

行的员工一样，被选派到 32 贫困村担

任的“金融村官”。一“上任”，涂郭东

就召集全村贫困户群众提前热身，向

他 们 集 中 宣 讲 了 一 次 扶 贫 金 融 政

策。“到村上，通过走访我了解到很多

贫困户对扶贫贷款政策不知晓。他

们往往会因为资金短缺而缺少干事

创业的底气。”涂郭东的这次扶贫金

融“热身”，让当地抱有怀疑态度的贫

困户有了很大改变。

梓桐村 6 组的贫困户蒋万林就是

这项政策受益者之一。通过了解到

扶贫金融贷款是由政府贴息，并在三

年内还清贷款，期间还可以续贷。在

吃透这项政策后，蒋万林回家和妻子

商量决定在涂郭东的指导下向银行

申请了 4 万元贷款，并拿出部分钱购

买了一辆货三轮，其余贴补家用。

就此，小小一辆货三轮改变了蒋

万林一家人的生活。 现在，蒋万林每

天骑着货三轮帮助镇上、村上的群众

拉货。一趟运输货物就能挣五六十

元，每月 2000 多元轻松收入囊中。一

家三口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船山区 32 个贫困村的“金融村

官”到村服务是贫困村“5+1”帮扶举措

之一。通过“金融村官”到村帮扶，并

利用农信机构金融信息、资金、项目等

资源，协助解决贫困村在经济发展中

的资金问题，为贫困群众提供有力的

信贷金融支持，促进自身“造血”增收。

据悉，区委组织部抓党建是第一

政绩的工作思路，强化党建引领，坚

持党建与扶贫考核同步部署、党建责

任与扶贫责任同步落实、党建考核与

扶贫考核同步推进，整合帮扶力量，

分别在“县级领导联系、区直部门联

动、驻村工作组包村、第一书记驻村、

农技员技术支持”的“五个一”帮扶力

量工作体系基础上，联合遂宁农商船

山支行选派的 32 名“金融村官”帮扶

力量，构建贫困村“5+1”帮扶体系新

格局，发挥着致富联带作用。这项工

作也在全市率先探索展开，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构建“3+2”帮扶支撑
非贫困村实现帮扶全覆盖

2016 年，船山统筹考虑区直各部

门及非贫困村所在乡镇干部职工数

量与工作实际，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对

我区 6 个 2016 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超

过 20 户以上的非贫困村，每村选派 1
名第一书记，其中市直部门、企业单

位 2 名。

市体育局干部黄俊被选派到西

宁乡福光庙村担任“第一书记”。到

访后，黄俊对当地 29 户贫困户进行逐

一走访，详细了解他们的帮扶需求。

根据实际情况，量身制定了帮扶计

划，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帮助，真正让

他们早日脱贫。

在这 104 个非贫困村中，船山在

严格落实向有建党立卡贫困户的非

贫困村集中选派第一书记、农业技术

巡回服务小组，贫困户帮扶责任人

“三个一”帮扶力量基础上，出台《关

于进一步加强县级领导、区直部门

（单位）有贫困户的非贫困村的工作

通知》。34 名县级领导和 69 个区直部

门联系帮扶 104 个非贫困村，实现了

联系帮扶不留死角，确保了非贫困村

帮扶工作顺利推进。

（全媒体记者 魏琴）

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
船山构建探索贫困村“5+1”帮扶、非贫困村“3+2”帮扶体系

5 月 27 日，船山区 32 个贫困

村“金融村官”正式上任。“金融

村官”在日常生活中能更好帮助

船山贫困户建立和完善了农村

金融服务，让贫困群众在脱贫致

富路上走得更坚实。

“金融村官”这一项工作，是

船山区委组织部在强化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中一创新做法。近

年来，船山区委组织部主动融入

区委工作大局中，探索构建出贫

困村“5+1”帮扶和非贫困村“3+

2”帮扶体系，不断推动各块力量

由分散自主帮扶转变为联动综

合帮扶，进一步形成上下贯通、

纵 向 联 动 、协 调 推 进 的 工 作 格

局，凝聚起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区委组织部

本报讯 近日，区委组织部组织

机关支部开展“庆祝七一、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全体党员冒雨参观旷继

勋蓬遂起义遗址，聆听旷继勋烈士光

辉事迹。同时，全体党员在旷继勋烈

士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据了解，此

次活动旨在纪念建党 96 周年，推进

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落实，传承革命精神，教育引导机

关党员牢记铮铮誓言，不忘入党初

心，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区城管执法分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6 月

30 日，区城管执法分局举行“七一”

庆祝活动。

活动中，区城管执法分局负责人

与全体党员回顾了党的光辉历程。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党的

宗旨，不忘初心。要坚持以“为人民

管好城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

提高自身素质，提升城管服务水平，

促进城市管理工作规范化、精细化、

常态化。

活动还表扬了一批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

区教体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魏琴）6 月

28 日，船山区教体系统组织召开建党

96 周年庆祝大会。区教体局相关负

责人及全区公办、民办园（校）校长和

党员教师参加会议。

会议回顾了党的光荣历史，并从

准确把握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时代

背景、重大意义、鲜明主题等方面，结

合船山实际，深入宣讲了党代会的主

题、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未来五年的

发展蓝图与路径、重大部署等，全面准

确、深入透彻地解读了党代会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牢固

树立党章意识，做到学而懂、学而信、

学而用。要严自律、守底线，真正做到

严于律己，做到讲政治、懂规矩、知敬

畏。要自觉筑牢内心深处的道德防线

和廉洁堡垒，做到底线不丢、红线不

越、高压线不碰；要始终把学习教育与

船山区教体事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

为船山教体事业发展建功立业。

当天，会议还表扬了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区教体系统干部职工重

温了入党宣誓。

区人社局

本报讯（林文君 全媒体记者 罗
琳）6 月 29 日，区人社局召开庆祝建

党 96 周年大会。

会上，区人社局负责人以“感恩

教育永远跟党走”为主题，讲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党课回顾了党的光辉

历程。会议指出，区人社系统党员干

部要坚守初心，感恩党的领导，切实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不折不扣严格执行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要

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体

现在人社工作思路和理念的转变上，

落实到人社事业的全面提升中。

会议还宣讲了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精神，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信心，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参

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片《围猎》。

龙凤镇

本报讯（杨雨）7 月 1 日，龙凤镇

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村组干部以及党

员齐聚一堂，召开纪念建党 96 周年

暨表彰大会。会议对优秀集体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

会议要求，受表彰的先进基层组

织、优秀共产党员等要珍惜荣誉，继

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工作作

风，奋发进取、再创佳绩。全镇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向受表彰的同

志学习，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要爱岗敬业，开拓进取，在工

作中争创一流业绩。

随后，全体机关干部、优秀党员

来到烈士陵园，为烈士们献花，并在

烈士碑前重温入党誓词。

保升乡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6 月

30 日，保升乡举行庆祝建党 96 周年

暨“七一”表彰大会。保升乡全体机

关干部、村（社区）三职干部、优秀党

员 100 余人参会。

会上，与会人员重温了入党誓

词。会议对保升乡各条战线上涌现

出 的 先 进 集 体 和 先 进 个 人 进 行 表

彰。会议号召全乡党组织和全体党

员，要积极响应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

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百折不挠的

革命斗志。要努力在政治上提高战斗

力、在思想上提高凝聚力、在工作上提

高创造力、在发展上提高推动力、在廉

洁上提高免疫力，齐心协力谋发展，为

保升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复桥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琳）6 月

27 日，复桥镇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 96 周年大会。

会上，镇党委书记结合复桥镇发

展实际，围绕“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决胜脱贫

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奋力开创美丽

繁荣和谐四川”主题，对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作了系统、深入的解读。

会议指出，全镇党员干部要围绕一个

“和”字，建设一支团结向上的村委班

子；突出一个“先”字，打造一支充满

活力的党员队伍；把握一个“实”字，

倡导一股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

通过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增

强“想干事”的思想自觉，提升“能干

事”的能力水平，提升党员党性修养，

转变发展观念，积极发挥党员带头作

用，在推动发展中抢抓机遇，在创新

改革中勇闯新路，在脱贫攻坚中冲锋

在前，为全镇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

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会议宣读了表彰先进党组织和

先进党员的表彰文件，新党员进行了

庄严的入党宣誓。

6 月 28 日，物流港举行了“党建促发

展·喜迎十九大”主题活动。物流港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斌参加活动。

活动中，舞蹈《小马哒哒》、独唱《红

星照我去战斗》、诗朗诵《火红的七月》、

合唱《人民需要我》以及《明天会更好》

等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在当天的活动中，物流港全体党员还重

温了入党誓词。 全媒体记者 魏琴

为充分体现党中央对基层的关爱关怀，进一步激发广
大党员对党的深厚感情，船山区结合脱贫攻坚实际，精心组
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用热心、贴心、仁心、衷心、精心扎实
做好“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切实将党委、政府的关怀送到
慰问对象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