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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换来百姓凝聚力
——安居区开展“返乡走亲”活动纪实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安居区聚贤镇木桶井村支部书记

赖坤平，担任村干部已有 10 多个年头

了。在他的记忆中，机关干部像现在这

般下乡走亲连心，效果真不一样。

来到木桶井村和赖坤平身边的，是

一支由 5 人组成的工作组，他们分别来

自安居区交运局、农业局等机关部门。

这 5 位与木桶井村有着乡情关系的机

关干部，节假日期间经常性地来到村

里，探望乡亲、了解乡情，并帮助解决村

里的困难和问题。

“村里的道路进行了硬化；产业发

展有了巨大变化；‘四好村’建设让村里

环境卫生有了极大改善……”掰着手指

头，赖坤平讲着干部走亲以来全村一点

一滴的变化。

不止木桶井村一个地方，2017 年 6
月以来，安居区根据出生地、成长地或

姻亲关系，选派 3400 余名机关人员，到

基层 471个行政村、53个社区开展“驻村

连心、返乡走亲、联系结亲”活动，帮助

村里作宣讲、解难题、办实事、谋发展。

“在全区开展‘返乡走亲’活动目的

就是要让全区各级干部撸起袖子、甩开

膀子、沉下身子、迈开步子，进村入户当

好‘宣传队’、架起‘民心桥’、争当‘四

好村’、建设‘助推者’。副市长、区委

书记雷云在全区“返乡走亲”启动会上

说。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看到了越来越

多的驻村干部脱下了皮鞋，穿上了胶

鞋，“改掉”了普通话，说起了乡音。他

们以一种更“接地气”的姿态走进了田

间地头，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逐渐收

获了来自老百姓的支持与信赖。

零距离了解村情民情

“有的时候，基层干部和群众就隔

了最后‘一百米’，跨过了，大家就能融

为一体。”作为机关干部“返乡走亲”活

动的组织者之一，区委常委、组织部长

刘光辉说，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更了解

农村的实情，更能听到群众的真实声

音，做群众工作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

据统计，在安居区县级机关干部

中，大多数来自农村。根据这批干部对

农村情况熟、人头亲的实际，安居启动

了机关干部“返乡走亲”活动，在全区

471 个行政村、53 个社区中建立驻村连

心工作服务组，为机关干部服务农村、

服务群众创设了一个有效平台。

“困惑我多年的心病终于解决了，

现在也觉得舒心了。”东禅镇白鹤嘴村

的陈代炳如是说。几年前，他花费 1 万

多元购买了农保，但一直觉得待遇水平

低，几年来，甚至怀疑有人挪用贪污自

己缴纳的钱。但他又不好说出来，就这

样，这个心病就一直压在陈代炳心中。

2017 年 7 月 7 日，由区委组织部、区

人大城环工委和东禅镇相关干部组成

的“返乡走亲”工作组，来到东禅镇白鹤

嘴村。一到村里，工作组成员就与当地

的父老乡亲亲热地寒暄了起来。看到

从本村出去的亲人回来了，陈代炳的热

情劲儿高涨。“都是我们村出去的，我信

任你，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你帮我问问，

我这农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几句寒

暄中，陈代炳向返乡工作组成员陈俊峰

吐露了困惑自己多年的疑问。了解情

况后，陈俊峰当着陈代炳的面给区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局打电话咨询，有什么疑

问，都一一向陈代炳详细作了解释。听

完工作人员的解释，陈代炳长长地吐了

一口气，困惑多年的疑问得到解答，陈

代炳整个人都轻松了。

“对于我来说，就是打了一个电话，

但对于陈大叔来说，这确是天大的事，

因为我是村里的人，陈大叔信任我，才

愿意对我敞开心扉。”陈俊峰说。正如

安居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辉所说，

返乡走亲的干部在工作中优势明显，这

里是他们最熟悉的农村一线，了解实际

情况，容易找准工作难点；由于感情基

础深厚，群众关系良好，推进工作顺利，

往往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陈代炳

事例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为了弥补以往“运动式”下基层的

不足，安居区对机关干部“返乡走亲”做

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返乡干部利用节

假日或晚上，轮流到村里值班，接待群

众来电来访，每周不少于一次；走访农

户，收集民意每月不少于一次；与村里

干部一起召开民意分析研判会，对梳理

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同样每月不少于

一次。

活动开展至今，返乡走亲活动共结

亲 6800 余户（含 3400 余户重点户），走

访 15000 余户，募得各类捐款 40 余万

元，向上争取资金 50 余万元，协助建设

村组道路 1315 米、修缮加固桥梁、涵洞

10 余处，协调项目 57 个（合计 1000 余万

元），收集各类意见建议 3105 条。

变“单兵作战”为“组团服务”

农村一项看似普通的工作，可能会

涉及几个方面，有时一个部门或一个干

部无法帮助解决，而返乡干部来自不同

部门，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和业务特

长，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采访中，石洞

镇草鞋垭村支部书记蒋燕对记者说，之

前也有干部下基层服务，大多以行业单

位为主，有一定的局限性，反映的事情

不一定就能解决。

“何泽荣是退伍军人，家中困难，这

个事情民政局的雷静你来跟进解决；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至今未通水，区

公安分局联系福安公司来解决……”

2017 年 7 月 17 日，由区委组织部、区公

安分局、区民政局相关干部组成的“返

乡走亲”工作组到中兴镇夏家坝村收集

民情民意后，立即根据工作组成员结构

向他们分发问题，督促立即解决。

“返乡走亲”推行的是组团服务，就

是将各类政府资源和工作力量集合，形

成团队， （紧转02版）

2017 年 12 月 29 日，安居区迎新年全民健身跑活动在区和谐广场举行，数千名市民踊跃参加，喜迎 2018 年的到来。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主席魏毅，副区长潘昀，区政协副主席陈忠良等参加健身跑活动。

“我宣布，安居区迎新年全民健身跑活动开始！”上午 9 时 30 分许，魏毅宣布活动正式开始。城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

位干部职工代表、城区各学校学生代表和各社区群众代表等随即一路步履铿锵、一路冲往终点，奔向新的一年。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文 余坤洋/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作为

全市首批“联村示范卫生室”工程之一，

2017 年 12 月 28 日，三家镇天遂太平联

村示范卫生室正式开诊。市委宣传部

机关党委书记梁勤、市卫计委副主任李

友军、副区长潘昀出席仪式。

仪式上，三家镇天遂太平联村示范

卫生室正式授牌成立。据了解，“联村

示范卫生室”建设，是爱心企业天齐锂

业捐赠 1000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分三年

在遂宁实施的三大健康扶贫工程之一，

全 市 首 批 联 村 示 范 卫 生 室 建 设 共 10
个，其中安居区 3 个。三家镇天遂太平

联村示范卫生室是其中之一。

据介绍，三家镇中心卫生院在市卫

计委、区卫计局的精心指导下，创新开

展“联村示范卫生室”建设，在人口集中

且辐射人口达 2 万余人的原地名太平医

院，科学规划高标准建设“联村卫生室”，

占地面积 815平方米，业务用房面积 360
平方米，引进周边具备合法资质的村医 2
名，卫生院配备具有资质的医生 4名、护

士 2名，“联村卫生室”共配备了血球仪、

尿机、生化、心电图、B超设备，能够真正

地做到诊断有依据、治疗有效果，为太平

社区及周边城乡居民提供优质的医疗卫

生服务，助力健康扶贫。

潘昀代表安居区委、区政府和 81 万

安居人民，向出席开诊仪式的各位领

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潘昀在

致辞中表示，联村示范卫生室建设是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实事。项目

的建成，既能为周边 2 万余名群众，尤

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医疗卫生服务，更为全区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覆盖基层群众的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探索出了一条全新路径。下一

步，安居区将进一步完善卫生室的硬件

条件，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

务，确保项目发挥最大效益。同时做好

经验推广，加快推进农村卫生事业健康

发展。

开诊仪式结束后，来自区人民医院

内科、外科、五官科近 10 名专家现场为

村民坐诊，在义诊的同时，还提供各类

医疗信息宣传、咨询等服务工作，得到

了三家镇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家镇天遂太平联村示范卫生室开诊

安居区健康扶贫再添新动力

元旦致辞
中共遂宁市安居区委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政府

全区父老乡亲、同志们、朋友们：
日月开新元，神州谱华章。在 2018 年元旦到来之际，我们向全

区父老乡亲、驻区官兵、向安居籍在外人士，向关心、关注和支持安

居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各方朋友致以亲切的问候

和诚挚的新年祝福！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我们认真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新常态，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千方百计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这一年，我们顶住压力稳增长，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领跑全

市，天齐锂业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落户，区域经济稳中趋优；我们

心系群众惠民生，办成了一批大事实事，7500 余名群众脱贫摘帽，

百姓福祉显著提升；我们致力生态优环境，琼江生态湿地、旧城改

造等项目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我们专注双轮驱动激活力，全面推进深化改

革、依法治区，改革法治稳健有序；我们建强班子带队伍，始终保持

惩贪治腐高压态势，政治生态山清水秀。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同舟共济、

奋力拼搏的结果。在此，区委、区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展望未来，我们豪情万丈，信心百倍。2018 年，我们将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

想为指导，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推进富民强区“六大提升

工程”，积极开展产业发展年、城镇提升年、脱贫攻坚年活动，统筹

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保投资、惠民生各项重点工作，努力为全区群

众谋取新的更大福祉。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安居的发展，需要全区人民共同奋

斗；安居的未来，需要社会各界鼎力支持。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对

路、扎实干，以更加振奋的精神，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

风，奋力开创安居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最后，衷心祝愿全区父老乡亲、同志们、朋友们，新年吉祥、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省卫计委专家组到安居检查督导严重精神障碍
管理治疗工作

加强系统信息管理
提高基层公卫人员管理水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严重精神障碍管理工作是精神卫生

工作开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有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维护

和增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重要内容，为更好地发现和解决严重精神

障碍管理服务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日前，省卫生计生委专家组到安

居区对全区开展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通过现场查阅网络资料和查看基层医疗机构，专家组指出，安

居区开展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对以往

的督查存在的问题整改及时，措施有力，在市精防中心的要求下，

安居区精防体系建设齐全。

专家组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精神卫生专项小组，扩大覆盖面，

全面落实各部门的联系协调会议制度，加强相关制度执行；要制定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信息流转措施和安排，促使信息流转工作顺利

开展，加快推进整体防控管理进度；要配备精防办公室管理人员配

备，加强管理资料归类、归档，参照制定行之有效的方案及时掌握

相关标准和规范的更新；要加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工

作的督导和考核，对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梳理和整改。

针对下一步工作，专家组希望，安居区要进一步提高患者发现率

和报告率，加强系统信息管理；进一步加强患者的随访管理，提高基层

公卫人员的管理水平，全力做好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

邓立参加东禅镇报国寺村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述
职恳谈会时要求

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全面稳定顺利开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赵萍）2017 年 12 月 31 日，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邓立带领区政府办、区委农办等“五个一”帮扶责任主体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由东禅镇党委政府和报国寺村村“两委”组

织召开的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述职恳谈会，全村近 100 名贫困户和非

贫困户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报国寺村村“两委”、驻村工作组、区帮扶部门等“五个

一”帮扶责任主体分别汇报了一年来的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情况，讲

解了脱贫攻坚相关政策规定；村民代表从产业发展、水利设施、村

道路、医保、危房改造、环境卫生等 6 个方面现场提出 12 条建议意

见，镇政府和村两委负责人就相关问题作了说明和解答。

邓立首先向村民们致以新年的祝福，希望大家按照“四个好”

和“六顺六净”的要求，欢喜、祥和迎元旦、过新年。他指出，在岁末

年尾组织召开此次恳谈会，一方面是为了向大家汇报一年来各级

帮扶部门和帮扶干部所做的工作， （紧转04版）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安居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公告

经政协遂宁市安居区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协商并报经中共遂宁市安居区委同意，决定：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遂宁市安居区第四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在遂宁市安居城区举行。请各位委员、出、列

席会议人员提前安排好各项工作，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 13:
00-14:30 到安居城区柔刚写字楼 1 楼大厅报到，并按照会议要

求参加会议各项议程。

政协遂宁市安居区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12月 28日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总工会

主席魏毅发令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