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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好脱贫攻坚战打好脱贫攻坚战

新闻播报

本报讯（罗欢 全媒体记者 贾明
高）为提高水稻生产机械化作业和农

机社会化服务水平，3 月 9 日，县农业

局 在 太 乙 海 阔 农 机 专 合 社 举 办 了

2018 年 水 稻 生 产 育 插 秧 技 术 培 训

班，全县 13 个农机专合社负责人和

技术人员共 65 人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了大榆镇高级农艺师

牛荣飞进行授课。牛荣飞在传授插

秧机操作、故障分析、维护知识的同

时，还注重插秧机性能、特点与水稻

品种、育秧、大田管理等综合要素的

结合，使参训人员掌握系统、全面的

水稻机育插秧相关技术知识。为使

培训更具针对性及实效性，海阔农机

专合社还专门调来 6 台插秧机、收割

机和拖拉机在田间地头进行现场操

作培训。

此次培训让参会人员拓宽了视

野、增进了交流，同时对水稻全程机

械化生产有了较直观的了解，对水稻

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为进一步助推“射洪县 2017 中央

财 政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项 目 ”“射 洪 县

2018 年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核心示

范区建设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廖金泉 全媒体记者 贾明
高）2018 年,金家镇土坯房改造目标任

务为 1068 户，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土坯

房改造工作作为全镇脱贫攻坚重要抓

手，从年初起对相关工作早谋划、早安

排、早培训、早督导，镇、村干部共同实

施“五大行动”助推土坯房改造工作。

该镇实行挂图作战行动。对全镇

土坯房实行一张图管理，针对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三年任务进行了

详细的分解上图，每个村的土坯房改

造任务、改造进度、完成户数在图上

清晰可见，特别是针对住房有困难的

贫困户更是实行了逐户上墙，改造一

户销号一户，让镇村干部做到了心中

有数、带着问题有目标地进行工作督

导和管理。

实施宣传攻势行动。利用春节期

间外出务工人员返乡之机大力开展

宣传攻势，利用广播会、坝坝会、QQ
群、微信群等形式对土坯房改造政策

进行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对土坯房

改造政策进行深入了解，让干部带、

党员帮、“六联小组”引导等方式让广

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土坯房改造中来。

实施兑付 2017 年土坯房改造资

金行动。为打消一些对土坯房改造

资金能否兑现未行动百姓的疑虑和

猜测，对拆旧建新和拆旧留权户进行

了验收和资金兑付，邀请三方公司对

该镇土坯房改造工程现场评估，用实

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让土坯房

改造者和参与者去帮助大家作宣传。

实施工匠培训行动。针对土坯房

改造中维修加固的工匠水平参差不

齐、拆旧建新质量等问题，专题召开

了现场会和业务培训会，年初在核桃

村 1 组和大垭村 5 组分别召开了镇村

干部、农村工匠参加的现场观摩会和

业务培训会，通过现场感受、宣讲和

专题业务培训，进一步统一要求、规

范程序、确保质量。

实施分村、分片区工作督导行动。

将土坯房改造领导小组的人员和镇村

干部一起实行了分工负责、联系村领

导和联系村干部实行了包村包片现场

督导制度，督导土坯房改造的规划、实

施过程、工程质量进度及验收。

今 年 春 耕 生 产 中 ，射 洪 首 次 推

广秸秆粉碎还田技术，由县农业局

指导射洪吉峰农机公司专门引进秸

秆粉碎机，该技术将玉米、小麦、水

稻等农作物秸秆通过粉碎后还田，

增加土壤肥力，使农作物秸秆得到

及时有效处理，改变过去通过焚烧

处理得不环保方式，同时还可以用

作青储饲料的铡草机械，每台机械

由 2-3 名操作人员进行操作，每小

时可作业 2.5 吨。

（全媒体记者 刘洋）

3 月 20 日，太兴乡三清村口梓江

大桥附近的工棚里热闹非凡，20 多位

村民正在帮助蔬菜种植专业户张杰

淘洗萝卜、打包装筐，随后几名壮劳

力把大筐的萝卜抬上了大货车。

“我们每天都要发 30 多吨，直销

到山东、南京等地，供不应求”，现场

装运负责人告诉记者。据了解，张杰

在太兴乡三清村、圣学村流转了村民

土地 1000 余亩，以萝卜种植为主，并

建立了稳定、畅通的销售渠道。“今年

亩产 5 吨左右，亩收入 3000 元没有问

题，一年中，萝卜种春、秋两季，中间

还要种一季饲料玉米，玉米连秸秆打

碎了卖给签订了合同的大型养殖场，

亩收入 2500 元左右，通过轮种，亩产

值一般都在 8000 多元。”张杰对今年

的收成很满意。

问起土地流转有多大好处，在这

里洗萝卜的陈本长大爷高兴地说：

“土地转给张老板，大家都划得着。过

去我们就种点粮，一亩地每年收个千

把元都难，老板拿到土地种蔬菜，一亩

每年要收八九千，除了成本纯收也有

五六千；我们打工，一年挣 1 万多元，相

当于种十多二十亩地，如果一个人自

己种 20 来亩地，不累死才怪！”

太平村郁郁葱葱的大片田畴里，

大葱长到了近 1 米深。靠近公路的一

块大田里，村民们正在帮助业主拔大

葱，70 多岁的董大妈说：“我也要挣 50
元一天，老板每天发现钱，我一年也

要挣万余元”。田中间，乡党委书记

杨伟正向该村村主任了解大葱收成

情况。“今年亩产上万斤，批发出去 1
元多钱一斤，这几天每天拉一车走。

据了解，这个曾经是省级贫困村的村

子 2017 年底已经脱贫，全靠乡、村干

部共同努力引进了 600 亩大葱、300 多

亩中药材，加上原有的 200 多亩柠檬

搞林下养鸡等产业支撑。今年将巩

固和扩大这四大产业，以确保脱贫成

果。

走在太兴乡的阳春三月，但见满

山皆绿、菜花黄灿了山沟，山上山下

的土地里到处是春耕的场景，一派欣

欣向荣的景象。乡党委书记杨伟告

诉记者：那些正在耕作的田土里，上

季种的是榨菜，上个月已经全部按

“订单”收完。今年共 5000 多亩，除了

3000 多亩留作本乡榨菜厂作粗加工

卖给涪陵榨菜厂外，其余 2000 多亩成

了鲜蔬菜销往浙江一带，老板收入翻

了倍。

三清村的几处水田了，莲藕已经

冒出了新芽，600 亩莲藕基地又将为

这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乡”生

长出富民强乡的新的希望，太兴乡的

乡 村 振 兴 也 将 被 绿 色 产 业 高 高 托

起。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记

者获悉：双溪乡首届芍药花节暨十里

梓江旅游文化节将于 4 月 20 日开幕，

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紧张进行。

双溪发源于绵阳市梓潼县的梓

江水，千百年来在乡境内蜿蜒流淌，

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自然地貌，山水风

光美好，众多摄影、书画爱好者称之

为“碧水双溪”“射洪小山峡”，是微电

影拍摄、书画爱好者写生、旅游踏青

的理想之地。近年来，双溪乡党委政

府坚持以“山水为体、文化为魂、产业

为要、发展为先”为核心的发展理念，

全面推进全乡各项事业，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据了解，节会期间，五杈树村移

民后扶产业扶贫项目—200 亩芍药花

将怒放迎客，同时还将举行最美村姑

选拔赛、幸福乡村坝坝宴、土特农产

品展销等活动。

本报讯 近日，官升镇组织召

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

题会。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省、市、县

纪委全会精神和《忏悔录 I》上的两

个典型案例，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地回顾总结了 2017 年的镇纪委工

作，并对 2018 年重点任务作了安

排部署，要求大家将党内法规作为

重点学习内容，结合十九大精神，

改进作风，严明纪律。

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维护核

心，旗帜鲜明反腐败。要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四风”，持续

正风肃纪。要强化担当、追责问责，

建立责任清单。要克己奉公、忠诚

履职，打造忠诚的干部队伍；以更加

务实的态度、更加严明的纪律、更加

优良的作风，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官升镇的发展

营造风清气正的优良环境。

会上，分别与镇领导班子成员

和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签订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书 15 份。

本报讯 (郑俊 全媒体记者 苏
晨) 为了稳固脱贫攻坚成果，打好

脱贫攻坚硬仗，万林乡多措并举，

积极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该乡要求各村编制 2018 年脱

贫攻坚方案，从稳固脱贫成果，加

快产业发展帮助贫困户增收保证

年收入人均超过 4000 元等方面认

真编制 ;再次核查 2018 年“回头看、

回头帮”，包括一超六有的情况做

统计，并建立台账，指定责任人，限

期整改 ;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干部素养、

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等情况做一个

全面排查，自我查找问题，并建立

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 ;加
强对脱贫攻坚政策宣传，要求各村

从广播上、村上展板等方面加强脱

贫攻坚住房、医疗、教育等政策培

训，力争通过好的政策、好的规划、

好的培训、好的执行，打好脱贫攻

坚硬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近日，复兴镇环保工作人员到镇污

水处理厂督促环保问题整改工作，

组织安排工人清除湿地杂草，并添

加消毒剂次氯酸钠对污水处理管

网及时进行消毒和杀菌，确保环保

问题及时整改到位。

据了解，3 月 9 日，县环保督察

组到复兴镇实地督察环保工作，督

察了复兴镇的污水处理及管网，指

出了其存在消毒剂过少、湿地杂草

过多等问题，要求立即整改。复兴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分

管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

时整改，限时完成整改。

下一步，该镇将更加重视环保

工作，加大环保工作督察力度，让

环保督察常态化制度化，及时发

现环保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保

环保工作落到实处，提升环境质

量，增加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为全面落实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

任务，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

批”的总体目标，青岗镇党委政府

精心谋划，以“四强化”扎实推进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据了解，该镇强化组织领导，

及时召开易地扶贫搬迁专题会议，

成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搬迁任务。强化工作程序，按

照上级文件要求，镇国土资源所和

镇村管所严格把关，对搬迁贫困户

的宅基地、住房面积、搬迁建房选

址进行丈量，登记造册，严格按照

标准建设新房，为后续建房和拆旧

复垦做好准备工作。强化监督管

理，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

关，对工程进度严格监管，确保工

程质量过关，群众满意。强化问责

机制，杜绝一切形式弄虚作假，在

对象、程序、资料、实施、监管等各

方面做到真实有效。严肃问责，凡

是工作不力的，给予约谈及重处。

本报讯（昝洪明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河长制工作开展以来，大

榆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狠抓落

实，镇村河长、水库库长共同努力，

开展了巡查、打捞、整治等系列活

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该镇辖区境内古井溪总长 10.5
公里，彻底整治有一定难度。大榆

镇广泛开展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利

用各类会议、镇村广播、农民夜校、

走村入户进行广泛宣传，提升养殖

业主和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自觉

做好养殖场和农家庭院的环境综合

治理。切实加强农药、农肥、农膜等

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指导农户

按规定要求使用，定点回收农业投

入品废弃物，减少面源污染。开展污

染源和排污口调查摸底，有针对性地

制定整改措施，限期完成整改任务，

切断大型污染源。定期开展清河行

动，除定期巡河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外，每月定期组织镇村干部和当地

群众打捞水葫芦、浮萍、白色垃圾等

漂浮物，保持河面清洁卫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近日，洋溪镇召开 2018 年脱贫攻

坚专题研讨会。贫困村第一书记、

帮扶单位、村两委成员、驻村干部

及相关部门人员参会。

会议首先学习了全县脱贫攻

坚专题会议精神，并以此为导向进

一步部署全镇 2018 年脱贫工作。

随后会议听取了 4 个贫困村脱贫

攻坚工作情况及存在的短板问题

汇报。

会议指出，2018 年是洋溪镇贫

困村摘帽、贫困户脱贫年，要以住

房安全、村集体经济收入、“一超六

有”存在的问题为重点，认真梳理

短板；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分工，

将脱贫工作责任细化到位；要强化

联动沟通，确保及时有效地推动脱

贫工作开展。会议强调，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要重视党员干部作风建

设，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重、责任大，

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确保圆满完成

2018 年脱贫任务。

本报讯（韩平 全 媒 体 记 者 贾明
高） 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

程，青堤乡周密部署、统筹安排，扎实

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该乡通过各级会议、乡村广播、

张贴悬挂标语等行之有效的方式，

积极引导群众了解并主动参与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定期召开

业务培训和工作推进会议，对乡村

干部开展相关业务知识培训，规范

工作标准，确定各阶段工作内容，确

保乡村干部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政

策 上 不 走 样 、工 作 环 节 上 不 出 纰

漏 、惠 民 政 策 落 到 实 处 ；乡 纪 委 适

时对各单位集体资产制度改革工作

的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察，对工作

开展成效明显、成绩突出的村予以

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工作进展缓

慢、成效不明显的村给予追责问责

处理。

金家镇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实施“五大行动”助推土坯房改造

太兴乡6000余亩蔬菜畅销省内外

我县举办水稻生产育插秧技术培训班65个农技员现场学技术

双溪乡首届芍药花节暨十里梓江旅游文化节将于 4月 20日开幕200亩芍药花将怒放迎客
青堤乡四举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不力将被问责处理

大榆镇“四大行动”保障河长制工作取得新成效

加强监管减少面源污染

洋溪镇召开脱贫攻坚专题研讨会

确保圆满完成 2018年脱贫任务

青岗镇深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工作不力将被约谈重处

官升镇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15份

复兴镇及时整改环保督察问题

提升环境质量 提高群众满意度

万林乡积极加强脱贫攻坚春季攻势

全面排查问题建立清单

春耕生产进行时春耕生产进行时

本报讯（廖春艳 全 媒 体 记 者 罗
明金）3 月 13 日，陈古镇召集全镇贫

困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帮扶单

位联络人员以及全体非贫困村第一

书记，召开了全镇 2018 年脱贫攻坚推

进大会。

会议首先传达了市委书记赵世勇

在全市脱贫攻坚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所有第一书记对联系村在脱贫

攻坚、土坯房改造方面的工作开展进

度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在推进过程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对后期工作如

何开展明确了目标。

会议对全镇 2018 年脱贫攻坚工

作提出四点要求：全镇干部要提高思

想觉悟，树立责任意识，把脱贫攻坚

作为服务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始终

保持精神抖擞的状态，克服厌战情

绪，继续推动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要

严守纪律红线，深化扶贫领域作风建

设，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优亲厚友，不

吃拿卡要，不套用专项资金，尤其注

意要严把工程质量关。要抓住工作

重点，提前安排部署，各村对已经脱

贫的贫困户要持续跟进，防止返贫；

对未脱贫的贫困户要逐户制定帮扶

计划，并逐一落实。贫困村千家村

2019 年脱贫，要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安

排部署，查问题、找不足、补短板，确

保明年村顺利脱贫摘帽。充分发挥

“五个一”“三个一”帮扶作用，驻村工

作组要沉下身子，深入到贫困户家

中，坚决杜绝扶贫过程中一切“走过

程 ，走 形 式 ”现 象 ，确 保 全 镇“ 五 个

一”“三个一”帮扶力量充分发挥作

用。

陈古镇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

确保帮扶力量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