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想富口袋，必先富脑袋，从

农民农技教育入手，才有可能从根

本上斩穷根。为确保全区 82 个贫

困村如期脱贫，安居区扎实开展贫

困村农技培训工作，通过将实用技

术送到田间、农家院坝，集中强化

培训贫困村两委会干部，积极组织

贫困村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 合 作 社 、农 业 企 业 及 返 乡 大 学

生、返乡农民工等涉农创业者骨干

参加省市调训等形式，着力提升贫

困人员素质,多层次、多形式培训

贫困人员科技致富本领。图为拦

江镇回音寺村农技员组织宗富果

业技术员在回音寺村现场指导农

户如何管理好果树

曾晓梅 摄

农技员
送技术到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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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区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扎实开展“农民夜校”，深化拓展感恩奋进主题教育活动，表
扬 300户“脱贫示范户”

补齐“精神短板”激发脱贫动力安居区召开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项
行动动员大会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收和老机保
退费工作会

提高认识 认清形势
有效遏制医保欺诈骗取行为

本报讯 4 月 28 日，安居区召开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

金专项行动动员大会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收和老机保退

费工作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肖舰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议组织观看了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题视频，并就

持续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项行动以及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征收和老机保退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肖舰强调，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行动是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行动，是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完整的迫

切需要，是整治医保领域乱象频出的有力手段。各单位要提

高认识，认清形势，切实增强开展专项行动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 ;要明确任务，精心组织，加大宣传力度和问责力度，有效

遏制医保欺诈骗取行为 ;强化领导，细化行动方案，狠抓落

实，确保专项活动取得实效。肖舰要求，各单位要立即行

动，严厉打击医疗保险领域欺诈骗保行为，斩断伸向医保基

金的“黑手”，建立医保基金安全运行的良好秩序，为构建

“美丽繁荣幸福安居”提供坚强的民生保障。

针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收和老机保退费工作，肖舰要

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再次提高认识，要站在方便群众的

角度，提升主观能动性，少让群众跑路，提升群众满意度；要

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政策，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增添措

施，围绕目标任务，相互配合，抓好落实，同时严格考核，逗

硬奖惩，确保圆满完成目标任务。 （王超）

杨敏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时要求

为全年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 4 月 28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敏，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带队深入建筑工地、加油站等地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排隐患、抓整改，为全年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

础。

检查中，杨敏、聂洪通过实地询问、查看等方式，对各行

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安全

防护措施、职工安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检查。

杨敏、聂洪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始终紧绷安全生

产这根弦，切实强化日常监管，落实安全责任制度，做到层层

监督；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检查和排查，尤其是对重点

区域、重点设备、重点岗位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检查和排

查，做到排查不留死角、及时整改不留隐患，为全年安全生产

打下坚实的基础。 （王超）

安居区政法系统职工运动会拉开帷幕

展政法风采 建过硬队伍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活跃政法系统广大职工精神文化

生活，昨（2）日，由区委政法委员会主办，区委政法委、区人

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工会承办的

安居区政法系统职工运动会在区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杨敏，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区人民

法院院长何宪法，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成虹出席开幕式。

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运动会时间为 5 月 2 日—4 日，为

期三天，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拔河比赛等多项赛事。

开幕式结束后，随即进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运动员们

身影矫健，赛得热火朝天，场边观众们的掌声和加油声此起

彼伏，各代表队以精湛的技能、昂扬的斗志、顽强的作风，发

扬“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本着“精诚团结、努力

拼搏、树立政法委机关新形象”运动会精神投入到比赛中，

表现出政法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风

貌。 （余坤洋 实习生 戴广伟）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安居区丘区农业机械化
推进情况

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

本报讯 4 月 26 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文武率领区人

大常委会相关委室负责人，深入横山镇兴耘农机专业合作社

和会龙镇巧农农机合作社，视察丘陵地区农业机械化推进情

况。区政府副县级干部吴小林陪同。

近年来，安居区结合丘陵地区特征实际，积极探索农业

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着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充分发挥

农业机械化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农业机械化支撑和

引领农业现代化，全区农业机械化得到又好又快发展。

蒋文武指出，要切实转变思路，制定科学的规划促进农

机农艺有效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发展农机服务主体，以唱响

品牌主旋律，切实抓好市场品牌占有率，同时继续探索丘陵

地区农机化发展的新途径，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实

现产业兴旺，拓宽增收渠道，带动农民致富。 （王超）

安居区组织收看
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本报讯 4月 27日，省安委会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紧急电视电

话会议。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聂洪出席安居分会场会议。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

安全隐患，扎实做好当前各项安全生产工作：一、要提高思

想认识，认真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二、

要突出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加大交通运输、旅游、人员

密集场所的安全生产工作力度。三、要结合汛期安全生产工

作特点，持续加强汛期专项整治。四、要全面检查督查，严

肃责任追究。五、要加强应急值守，增强处置事故能力。

电视电话会结束后，聂洪受区委副书记、区长管昭委托，

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他要

求各部门和各乡镇要做好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领域和各

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加强地质灾害点、水库、山坪塘等隐患排

查；深入开展危化品、危爆品检查。要深入督导，严格问效，进

一步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王超 实习生 戴广伟）

齐感恩共奋进
“农民夜校”成脱贫新阵地

“今天主要学习水稻和玉米的种植

技术，很实用，比如水稻如何育秧、如何

管理、如何施肥，都讲得很清楚。”春节假

期刚刚结束，安居镇轿顶村农民夜校就

开展了 2018 年的第一次授课，村民吴文

胜与大家一起学习了种植技术，交流经

验，探讨致富路子，表示受益匪浅。

自“农民夜校”开办以来，轿顶村每

月至少开展 2 次实用课堂，采取“固定课

堂+流动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

以农民致富发展为出发点，向广大农村

群众进行技术培训，同时也向大家传播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强文明卫生教

育等，为群众脱贫致富注入了“强心针”。

“我们在全区 471 个行政村开办了

‘农民夜校’，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强

队伍建设、促进教学互动、弥补薄弱环

节，进一步加强了村级基层组织建设，推

动农民夜校在宣讲政策、服务脱贫攻坚、

推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

用。”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

了充分发挥“农民夜校”的积极作用，安

居区委组织部将“农民夜校”工作具体

化、流程化，结合全区“返乡走亲”活动和

感恩奋进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开展“七千

师资下夜校”等活动，向群众宣传讲解党

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文化知识、致富

技术等，帮助农民朋友了解扶贫政策、改

变陈规陋习、掌握生活常识，有力推动了

脱贫攻坚顺利开展，全面激发了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和感恩意识。

互帮互助奔小康
脱贫示范带动强

4 月 27 日，天上下着小雨，但横山镇

观音堂村村民胡祚良一大早就开始忙碌

起来了，“趁着下雨正好给玉米施肥。今

年我做了有 10 来亩地，这场雨下得及时

呀。”拎着肥料桶向地里走去，胡祚良向

记者介绍了家里的情况。

胡祚良一家是 2014 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妻子李琼英患有慢性病，常年需要就

医服药，日常开销非常大。虽然儿子和

儿媳在外务工，胡祚良自己还有退役补

助金，但他没有等靠要，而是积极响应党

的脱贫政策，在照顾孙子孙女的同时，依

靠多年积累的种植技术，大力发展玉米、

油菜、水稻等种植业，并在帮扶部门的支

持和帮助下学习养殖技术，积极发展家

庭养殖。“靠着这些种养殖，我一年收入

能达到 8000 多元。”胡祚良自豪地说，自

己的努力为全家摘掉“贫困帽”奠定了坚

实基础。

而在三家镇的踏水村，曾经的贫困户

杨小平不仅通过自身努力发展生猪养

殖，实现了自家脱贫致富，他还积极带动

身边的村民共同发展养猪产业，利用自

己的销售渠道帮助大家销售生态猪，带

领大家共同奔小康。

为了对广大贫困群众艰苦奋斗、通过

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先进行为给予

肯定，同时也对其他贫困户形成激励，进

一步调动大家的脱贫积极性，今年 4 月，

安居区集中评选并表彰了 300 户脱贫示

范户，其中就有胡祚良和杨小平。看着

杨家大门上醒目的“脱贫示范户”门牌，

杨小平的邻居钟定全既羡慕又备受鼓

舞，“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争取通过自

己的努力实现自力更生，早日脱贫致富，

不给大家拖后腿。”

奖补机制激励人
共同脱贫志气高

“每人每亩交 10 元钱保证金，如果管

护得好，到时候果树挂果了，每亩村上返

还 15 元。”在保石镇石湾村，一场群众坝

坝会正在召开，该镇党委书记陈才介绍

说，石湾村今年准备大力发展柑橘产业，

为了激发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村上

成立了合作社，以老百姓缴纳保证金和

村上返还管护奖励金的方式，提升大家

脱贫致富的竞争意识，从而扩大规模，形

成主导产业。

在白马镇白塔村，已经有村民尝到了

脱贫光荣的“甜头”。

为了变农村发展“要我参与”为“我要

参与”，凝聚发展合力，去年 9月，白塔村建

立起了村民四德“行为银行”积分制。每

一个家庭在“行为银行”里都有固定积分，

表现优秀奖分，反之则扣分。去年 11 月，

该村第一次评选出了 3 名“脱贫光荣户”，

他们在大力发展种养殖业、积极参与村级

发展事务等方面获得了多项加分，总分名

列前茅，不仅被评为村上的第一批“脱贫

光荣户”，还分别获得了 200元奖金。

“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个标杆，就

是一种导向。”白塔村党支部书记黎祥和

表示，通过村民四德“行为银行”积分制

的形式，引导村民们相互学习、相互评

比，不仅提高了群众的精神文明素质，邻

里之间也更加和睦，极大地推进了乡村

的和谐发展。

“扶贫先扶志，打赢脱贫攻坚战，必

须发挥好群众的主体作用，让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增强大

家自力更生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区

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萌告诉记者，为了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安居区始终坚持扶

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正向激励，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用生产奖

补、劳务补助等机制，扩大贫困群众参与

度，有效激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在全

区形成了合力攻坚的良好氛围。（赵萍）

扶贫需扶志。自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安居区在完善贫困村基础设
施、加强产业扶持的同时，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通过扎实开展“农
民夜校”，深化拓展以“三讲”“三学”“三创”“三颂”为载体的感恩奋进
主题教育活动；表扬 300 户“脱贫示范户”，树立孝老敬亲、勤劳致富、
脱贫光荣的导向；坚持正向激励，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多采用生
产奖补、劳务补助等机制，扩大贫困群众参与度，补齐贫困群众“精神
短板”，不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围绕建设成渝地区重要的乡村旅游

目的地发展目标，近年来，安居区积极探

索农旅结合新模式，不断创新旅游发展

新思路，建成了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旅游

示范点，同时依托有利的交通因素和特

色的旅游项目，五一小长假期间聚集不

少人气。

体验式厨房 重温柴火灶做饭

5 月 1 日，龙亭生态山庄热闹非凡，体

验式厨房作为龙亭新推出的项目，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平时我们上班加班很辛苦，难得放

假就一起出来放松下。”王先生来自遂宁

城区，趁着难得的假期，专门约好亲朋好

友来体验式厨房动手做饭，重温柴火灶

做饭的乐趣。

游客黄旭东告诉记者，现在居住在城

市里面，有时间也要回归到大自然，感受

一下自己童年的生活。

除了体验式厨房，山庄内的动物园也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父母们纷纷带孩子

前来观赏动物，恰逢孔雀开屏，游客们用

手机记录瞬间。

“我还是第一次过来，感觉乐趣还比

较多，还有动物，小孩玩得很开心。”游客

陈兰芳告诉记者，下一次还要带家人过

来游玩。

正值七彩花卉盛开时节，龙亭生态山

庄引来无数蝴蝶花间起舞，吸引了大量

游客驻足拍照，让人流连忘返。

同样是带孩子出来游玩，家住安居城

区的肖女士特别喜欢山庄的儿童科普

园，专门带女儿去科普园内认识各种植

物。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龙亭生态

山庄共接待游客约 3 万人次，创下营业额

15 万元。

桑葚采摘乐趣多

节日期间，安居区各地旅游景区都迎

来游客量高峰，位于遂安快捷通道旁妙

思家庭农场的桑葚园里，桑果飘香，吸引

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走进百亩桑树林，游客们尽情享受亲

手采摘桑葚的乐趣。

“这个桑葚乐园规模还可以，正好小

朋友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们就带他到这

个地方来增长一下见识。”家住遂宁城区

的付勇军平时工作繁忙，无暇陪伴孩子，

恰逢五一假期，就利用三天专门陪孩子

游玩，在安居区周边他发现了这个桑葚

基地，便前来采摘。

酒香不怕巷子深。住在成都的陈女

士，因为听说安居区周边有个不错的桑

葚采摘基地，专门导航自驾前来采摘桑

葚。亲眼见到奇特又美味的桑葚禁不住

掏出手机拍照。“我们是成都过来的，听

说安居这边有个桑葚基地，然后我就在

导航里面搜了，走过来确实有个基地，品

尝了一下口味还可以，这种桑葚还第一

次见。”

据了解，陈女士手中的桑葚叫台湾桑

葚，不但果超长超大，而且营养丰富，香

甜可口，没有酸味，老少皆宜，从四月中

旬开始采摘。

“我年年都来采了这个桑葚，上次我

来采了一次，觉得还不够，这次我又来

了！”游客王明芳告诉记者，妙思家庭农

场的桑葚看起来很吸引人，自己亲自采

更有乐趣。

据妙思家庭农场主文术明介绍，五一

期间，妙思农场桑葚采摘基地，游客明显

比平时要多得多，平均每天有三四百人，

到 5 月 10 号桑葚采摘才算结束。

梦幻七彩游乐园人气旺

同样，位于七彩明珠境内的梦幻七彩

游乐园在节日期间也迎来了客流量高

峰，成为遂宁城区、安岳等地的游客们就

近出游的好场所。

5 月 1 日，已经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

一天，前来游玩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

据了解，园内共有 34 个娱乐项目，形式丰

富，各有特点，不仅满足了孩子的需要，

也极大地增进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

情。

记者在游乐园看到，伴随着活力四射

的音乐声，一个叫疯狂迪斯科的娱乐项

目让孩子们欢快地蹦跳起来。而同行的

家长们则在一旁守候着自己的孩子，并

且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孩子们最开心的

时刻。

“第一锻炼她的身体，第二把她的胆

量也锻炼大了，我觉得非常有好处，七彩

明珠这地方还是非常好。”家住遂宁城区

的王先生也趁着即将结束的假期带女儿

出来玩耍，他认为户外活动对孩子有极

大的好处。

除了疯狂迪斯科项目以外，碰碰车、

旋转木马等项目也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父母与孩子同乘一辆车、同骑一匹马，极

大地增进了亲子距离，现场欢乐声不断。

梦幻七彩游乐园拥有 34 个娱乐项

目，占地 100 余亩，目前是遂宁市规模最

大的游乐园，五一小长假期间，每天平均

接待游客达七千人次，三天假期共创下

40 余万元营业额。

“在盈利的同时安全也不容忽视。”

梦幻七彩游乐园经理彭林告诉记者，七

彩游乐场在节前对每个设备都做了保养

维修检查，区安监局、旅游局等部门时常

到游乐园检查设备，确保安全运作。彭

林还说，等五一小长假结束以后，还要再

一次对游乐园设备逐一检查，让广大游

客在梦幻七彩游乐场玩得开心，也玩得

放心。 （王超 实习生 戴广伟）

五一小长假安居区乡村旅游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