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区县观察·安居新闻热线：18190181733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 责编：李志 编辑：税金龙 组版：蒋贤文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

城
事

中兴镇实行“月考”
干部上交“成绩单”

学生时代，基本都经历过“两周一小

考，一月一大考”这种检验学习成绩的模

式，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中的不足，从而

尽早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安居区的

中兴镇，如今也实行着一个这样的“月

考”制度，基层干部们做了什么、完成情

况如何，每月都要向镇上提交一份“成绩

单”。

9 月初，安居区中兴镇贫困户帮扶干

部吴冬军照例来到五香庙村村民补四平

的家中，了解到他家本月有五只土鸡可

以出售，便对他家里圈养的鸡进行拍照，

将照片上传到社会扶贫网站上进行销

售。吴冬军说，如果村民家里面有鸡鸭

或者是有粮食出售，他都可以根据村民

的实际情况，将信息发布到社会扶贫网，

如果有订购需求，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村

民。

记者获悉，中兴镇给每一户贫困户都

注册了自己的账号，因为好多老年人不

会 使 用 ，基 本 上 由 帮 扶 干 部 帮 他 们 发

布。帮扶干部每周至少要到贫困户家中

一至两次，每次入户时首先对扶贫手册

进行完善，记录下帮扶工作在贫困户家

中做了些什么。

在中兴镇，像吴冬军这样的帮扶干

部，每周都会走访村里的贫困户、留守老

人或者是有特殊情况的村民家，认真做

好记录并且填写一份工作交办单，这个

交办单就相当于他的“试卷”，上面有中

兴镇下发的各种任务和要求，完成情况

好将进行加分，如果没有完成到位，那么

将会扣除相应的分数。

中兴镇副镇长张建波在入户回访时

向记者介绍称，前期该镇对各村和帮扶

干部以交办单的形式，发布了要完成的

任务。然后镇干部入户来回访，查看帮

扶干部们对镇上交办工作的完成情况如

何，再详细地进行记录，然后按照镇上的

管理办法，对他们进行考核评分。这样

采用填写交办单的“月考”模式，不仅细

化了各个乡每个月需要做的工作内容，

而且也能够督促相关干部能及时完成下

发的任务，大大的提高了干部的工作效

率，也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

府的关怀。

据了解，中兴镇从今年年初开始施行

这种“交办单式”管理考核办法，针对全

镇 17 个村（社区）的两委班子及村（社

区）干部，以 100 分为基数，扣分为 0.5 的

倍数，上限为 2 分，涉及到的项目涵盖了

日常工作中的贫困户资料上墙、地质灾

害隐患排查、秸秆禁烧等各个方面。加

分项目则包括被上级评优秀、承担急难

险重特殊任务等，完成情况好则都会进

行加分。

“我们实行的是一交办就有一回馈，

不管这个工作是否有扣分，都要及时在

微信群里进行公布，对交办结果采取一

个月一公示一排位一评比。在中兴镇所

有的村采取每月排位评比，加分和扣分

都在这公布出来，让每一个村都看到自

己的排位自己这个月工作中哪里有不

足、哪里有问题，对每月排位后三名的村

进行约谈，指出不足督促加劲。”中兴镇

党委书记陈鹏说，考核的目的重在通过

种方式激发干部的动力，让他们有一个

更加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能更好地服

务群众。

中兴镇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个村都知

道自己本月完成工作的情况，有什么不

足可以在下一个月去努力改正，从而积

极提升自己的名次。不仅能让镇上全面

掌握村级干的工作实际情况，又能增强

干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大家都力

争上游，交出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全媒体记者 黄焱）

脱贫攻坚的“安居样本”

通村水泥公路笔直宽阔，山坡上生态柠檬、香桂种植示范基地初具规模，村里易地扶贫搬迁户喜迁新居……安居区横山镇
打鼓村这个偏远的贫穷村，因为扶贫攻坚，发生了喜人变化。

打鼓村的变化是安居 82 个贫困村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安居区把精准扶贫作为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来抓，按照“定对象、定政策、定措施、定责任、定目标”的工作要求，顺应“让全面小康属于每一个安居人”的共同心声，聚焦

“六个精准”，创新“五个一”模式，不断探索拓宽脱贫攻坚新路径。

创新“五金”模式
产业扶贫助农增收
“今年卖中药材就挣了 5000 多块，钱

都揣到包里了！”日前，安居区步云乡筒竹

湾村村民倪兴付说起发展中药材种植给

自己带来的收益，高兴得合不拢嘴。2016
年，在广东打工多年的倪兴付因为身体原

因回到了家乡，不久便在村里发展中药材

产业的带动下，种了 3 分地的白芨和其他

药材。“今年只卖了 8 公斤白芨头就挣了

3690 块钱，剩下的大头还在地里……”倪

兴付笑着告诉记者。如今，他将长起来的

白芨苗进行了分栽，面积也从三分地扩大

到了 1 亩 2 分地。村子里跟他一样主动发

展产业的贫困户们还被兑现了奖补资金

14 万元。

倪兴付增收的“真金白银”，得益于步

云乡筒竹湾村创新推广的“五金”助农模

式。简竹湾村计划 2018 年成功摘帽脱贫，

为实现这一目标，步云乡着重在产业和就

业上做文章。步云乡人大主席丁忠介绍

说：“村里引进广顺堂中药材公司流转土

地 180 亩种植中药材，还流转土地 118 亩，

大力发展‘温氏代养’，两项租金达到了 12
万，有效解决了土地撂荒问题。同时，不

愿流转土地的村民在村里成立的广顺堂

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指导下，自主种

植中药材，再由合作社实行保底价格回

购。”而依托这一产业项目，筒竹湾村摸索

出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入股分红得股金、

产业发展得现金、就业务工得薪金、政策

奖补得奖金”相结合的“五金”助农增收模

式。

与倪兴付加入合作社自己搞种植相

比，60 多岁的谭群英选择将土地流转给公

司，同时还入股当起了老板。 2017 年，谭

群英在农村信用合作社贷得 5 万元小额信

贷资金，并将它入股当地农场，每年能够

分红 2500 元。此外，每年她还能收入土地

流转费 800 元。

通过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社 +村委

会+农户”的模式，筒竹湾村鼓励贫困户利

用小额信贷资金和产业发展基金入股龙

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目前，全村 98 户农

户（其中全村 63 户贫困户全部加入了合作

社）以土地或资金入股的方式成为了合作

社的会员，入股土地 132 亩，入股资金（小

额信贷、产业发展基金等）89.6 万元，每年

保底实现分红收入 9.28 万元。

而产业发展也催生着村里就业岗位不

断增加。截至目前，筒竹湾村在家参与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为 主 的 种 养 业 就 业 务 工

3000 人次，其中贫困户就业务工 1600 人

次。

据丁忠介绍，通过推行“五金”模式，

该村 63 户贫困户 201 人可实现年收入 185
余万元，实现年纯收入 115 万余元，人均纯

收入可达 5700 元以上。今年 5 月 3 日，市

委主要领导来安居区步云乡筒竹湾村验

收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对该乡推行的

“五金”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现在，全区

脱贫村都在推广“五金”模式。

实行“民考官”
村务公开群众评分
干部行不行，脱贫路上论输赢；工作好

不好，群众评议见分晓。

为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务村（居）务公开，

提升党员群众满意度，安居区在贫困村试

点开展村“两委”述职恳谈会取得较大反响

和成效后，从今年 4 月开始，在全区各村（社

区）进行全面推广，让党员群众更加了解村

（社区）“两委”工作开展情况，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奠定坚实群众基础。

安居区保石镇石湾村和二黄沟村是今

年的脱贫摘帽村。去年 11 月 17 日，保石镇

在这两个贫困村开展了脱贫攻坚述职恳谈

会，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组面对面向

群众述职，“晒”出一年来的工作举措、取得

的成效，接受群众现场质询和评议。

“我们村计划今年摘帽，然而 2 组还有

几截断头路。请问郑书记，路都没修通，怎

么摘得掉帽子嘛？”刚进入群众质询环节，

该村 2组村民李春华就起身发问。“村上涉及

到毗河引水工程项目，经常有工程车出入，

为了避免新修道路被轧坏，涉及毗河工程施

工路的个别组暂时还没有硬化，我们将在毗

河工程完工后及时硬化，保证群众出行。”郑

敏进行了详细解答。

现场质询结束后，两个村的群众对各自

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民主测评。最终，

石湾村收回的 233 张满意度测评表中，非常

满意达到 110 票，满意达到 69 票，基本满意

有 37 票，满意率达 92%；二黄沟村现场收回

的 131 张测评表中，非常满意有 85 票，满意

有 40 票，基本满意有 2 票，满意率达 96%。

这不仅是扶贫干部的一场“考试”，更是

他们对群众的承诺。

“能解决的现场解决，不能现场解决的

做好规划，为今后的工作细化方法。”保石

镇党委书记陈才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百姓全方位了解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

同时倒逼帮扶干部主动作为，敢于亮短板，

抓好问题整改。“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其余 6
个贫困村开展脱贫攻坚述职恳谈会，进而

在全镇所有行政村全面推广。”

配齐法治村官
让“明白人”越来越多

2016 年以来，安居区以“一村一法律顾

问”为契机，在贫困村配备“法治村官”，在

全区 471 个村、53 个社区形成了“5+3”工作

格局。法律顾问、法治村官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定期开展“七五”普法宣讲、提供重大

决策合法性审查、矛盾纠纷化解、产业发展

合同洽谈等涉法事项服务，对产业发展、项

目引进、设施建设、土地流转、专合组织等

提供“法治体检”。

今年以来，安居区通过农民夜校和走村

入户等形式，全面加强“法律进乡村”，让

“法”渗到每村每户每个人心里。目前，共

培养法律明白人 300 余人。

据介绍，安居区在每个贫困村有 1 名责

任领导、1 个帮扶单位、1 名“第一书记”、1
个驻村工作组、1 名驻村农技员和 1 个帮扶

企业、1 名金融村官的“5+2”帮扶力量基础

上自加压力、改革创新，按照“一贫困村一

‘法治村官’，兼顾工作地、出生地”原则，选

派 82 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干部积极投身

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切实强化法治保障

服务脱贫攻坚，全面实现 82 个贫困村“法治

村官”全覆盖，着力构建起“5+3”帮扶大格

局。

如何保障“法治村官”的工作质量？安

居区制定了专门的考核办法，镇村联动考

核，由乡镇、贫困村组建联动考核小组，听

取选派“法治村官”述职汇报、查阅工作日

志、随机入户走访，了解“法治村官”工作开

展情况；单位直接考核，明确“法治村官”选

派单位建立跟踪管理制度，每月对帮扶事

项办理时限、流程督查一次，动态掌握法治

帮扶情况。

此外，安居区创新推进“八个一”机制：

坚持一个法治理念、完善一个法治程序、配

备一名法治村官、培育一批法治明白人、修

订一个村规民约、营造一个法治氛围、化解

一批法治纠纷、强化一股自治力量。进一

步加大《条例》宣传力度和贯彻执行力度，

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全面依法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返乡干部“走亲”
让“贴心人”越走越近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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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区开展‘驻村连心、返乡走亲、联

系结亲’活动是区委创新基层治理的一次

有益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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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入到基层，深入群众中去，和群众连心、与

群众结亲”，安居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

辉说。

李文正就属于“返乡走亲”干部的其中

一员。从村里走出的李文正深知观音堂村

多年来因缺乏支柱型产业带来的贫困，在

得知村里人张勇 2016 年回乡创业种植香桂

遇到难题的情况后，主动帮助其解决香桂

基地遇到的问题。

“当时去基地查看了情况，发现幼苗存

活率只有一半多。”由于当地的土壤条件不

好，属于红土带粘性，张勇种植的香桂幼苗

多数没存活下来。李文正前后花了一个月

时间，找到安居农业局、林业局等多个部门

进行协调，把张勇种植香桂遇到的困难摆

上桌面，机关单位得知情况后，专门派专家

去到种植基地进行情况收集、分析、并对土

壤进行改良。

如今，张勇的香桂基地生机盎然，部分

已经挂果。

目前，全区 3400 名机关干部和李文正

一样，利用节假日、双休日，农村开展“返乡

走亲”，帮助村里作宣讲、解难题、办实事、

谋发展。

干部下乡后，不仅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还要给予群众精神上的帮助。

78 岁的王一珍是观音堂村 1 组的孤寡

老人，老伴和儿子都患病去世，剩下她和孙

子相依为命，如今孙子已经二十多岁，常年

在外务工，只剩下王一珍老人留守在家。

作为王一珍老人的结亲帮扶对象，横山镇

纪委书记杨军每个月都要去看望老人两三

次。“平常陪老人聊聊天，问问她有不有什

么困难需要帮忙，尽量让她在精神上不再

感到孤单。”

群众得益的同时，企业也不例外。

安居镇好女婿食品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从新桥镇搬到高滩坝村落户。 2017 年 6
月，高滩坝村召开“返乡走亲”座谈会上，公

司总经理肖勇，向干部们提出几个厂里目

前遇到的难题。不到一周，返乡走亲工作

组便帮忙解决了问题。

“开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不到问

题提上去后，一个星期不到，领导亲自过来

了解情况、商议解决问题的办法。”肖勇有

些激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领导会帮助我

们这种小型企业，现在公司的问题都帮我

解决了，私下还经常打电话关心我还有没

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返乡走亲，真正做到了把群众冷暖记在

心中，为群众干实事。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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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走亲干部帮种植户收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