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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群众文明素质，不断提

升城市文明程度，切实凝聚起全国文明城

市的强大合力，东禅镇深入推进、扎实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迎复检工作。日前，记者

走进东禅镇看到，场镇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改造提升让全镇的面貌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沿街两旁的商户规范经营，车辆停放井

然有序，道路上巡逻的志愿者、保洁员，无

时无刻不在维护这全镇的秩序和环境卫

生，东禅镇的文明之风正芬芳。

维护文明城市形象
人人参与人人有责

一走进东禅镇，洒水车所播放的熟悉

旋律便在全镇回响，洒水车所喷洒出的水

柱将路面上的污渍冲到街道两旁，一边的

保洁员正拿着手中的扫帚急忙将这些污渍

给清理干净。一旁的商家店主看到，也纷

纷加入进来，将门口的污渍和垃圾给及时

清理。

“之前我们镇一直在进行改造提升，到

处挖得稀烂，真的是雨天沾泥、晴天吃灰，

但是我们都理解，等场镇改造完后，相信我

们镇面貌又会得到大改变。”说话的刘大姐

是街道一家批发副食的店主，她告诉记者，

现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作为东禅镇的一

分子自己有义务维护好自己店外的环境卫

生，能清理的垃圾就及时清理，决不拖沓，

不给街上的保洁员再添麻烦。

记者在东禅镇边走边看，除开日常的

环境维持，沿街的商铺都是规划经营，坐商

归店，再也看不到曾经的乱搭乱建，迎面走

来的一群志愿者一边劝导周边群众，一边

向群众发放文明城市宣传资料……

“我们每天以劝导为主，自身也要做到

打扫清洁、阻止车辆乱停乱放，各方面按照

政府的要求执行，主要工作就是劝导车辆

不能乱停乱放，发现有垃圾就及时清理，同

时制止乱贴广告等行为。”东禅镇志愿者欧

奇辉告诉记者，因为现在是文明城市，虽然

东禅镇是个小场镇，但也要像城里一样文

明，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文明城市这个荣誉得来不易，我们社

区居民知道荣获了这个荣誉之后，自觉地

抵制不文明行为，组织志愿者进小区宣传，

要求停车靠位、坐商归店，小区自发的很多

志愿者经常来，大伙都知道文明城市对我

们生活带来了很多好处。”东禅镇社区干部

罗刚告诉记者，文明城市的荣誉，社区居民

都积极维护，坚决不让“金字招牌”给溜走。

营造浓厚氛围
巩固创建成果

记者了解到，全镇如此浓厚的文明氛

围得益于东禅镇党委政府的积极营造和全

镇人民踊跃参与。据悉，在营造浓厚氛围

中，东禅镇在广场、农贸市场、重要街道、校

园门口、机关门口等重点地方设立固定的

宣传站点，采用音频白天不间断播放，利用

镇广播站自办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上午和

下午不间断播放“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共建

美好和谐家园”音频资料，镇广播站录制倡

议书广泛宣传，形成强大舆论氛围，使广大

干部群众树立讲文明、讲道德的良好社会

风尚，积极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

中来，着力提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晓

率和社会参与率。

同时，全镇宣传站点将“市民须知”宣

传资料印制传单发放至每一位居民，全镇

各学校积极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开展

知识竞赛、演讲等活动，在学生中扩大影响

力。充分利用道德讲堂，积极邀请评选出

的各行业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专家学

者等进行先进人物、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

教育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文明素质。

在窗口行业宣传上，按照创建共产党员示

范窗口的标准，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

开展文明言行举止、诚信建设、规范行业和

执法行为、优化行业服务环境、推进行业作

风建设等宣传教育工作。

此外，镇宣传文化中心积极开展丰富

多彩的新农民新农村文艺表演，充分利用

各类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与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有机结合的文艺宣传活动，通

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汇聚起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在场镇提升方面，截至目前，

东禅镇已完成场镇雨污管网 5320 米、东西

南北街道路基础处理已完毕，准备恢复路

面；琼江上下路路面恢复已完成 80%，预计

12 月底对全镇路面进行黑化处理。全镇正

对已有一个公共厕所进行整改，计划 12 月

15 日整改完毕；同时新建 2 个公共厕所，分

别于 12 月 15 日和 12 月 25 日完工。同时污

染处理厂厂区及设备已完成，配套主管网

3254 米已做闭水试验并回填即将完工。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

投入，比如全镇的场镇提升工程，尽快完

工，尽快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出行、

居住的条件，同时加强服务队伍的管理，宣

传积极引导老百姓自觉遵守良好的社会风

德，积极参与到东禅镇的各项建设中来。”

东禅镇组宣委员宋文治告诉记者，未来全

镇将组织开展好“美环境、讲文明、树新

风”“城乡环境共清洁、革除陋习我行动”等

各种主题活动，强化对“五乱”的治理，集中

解决影响全镇环境卫生整体质量和文明城

市创建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镇容村

貌、“五小”行业、施工现场、文明习惯教育、

交通秩序和车辆管理，切实做好“门前五

包”和治理“五乱”“三乱”工作，强力整治场

镇“五乱”和“三乱”（乱仍、乱倒、乱堆）行

为以及志愿者服务到基层的管理协调工

作。 （全媒体记者 王超）

东禅镇扎实开展全国文明城市迎复检工作

文明之风吹遍大街小巷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 近日，在

安居区到处传颂着凤凰街道办事处狮子社

区，有一对耄耋夫妻利用自己的积蓄，修通

了社区道路 100 米，为所在院落 100 多人出

行带来了诸多方便。

起初很多人不理解老夫妻俩的想法，

甚至还有嘲笑他们“今天修好路，明天就死

了，你还没走成呢！”老夫妻朴实地笑笑说，

“死了也留个好字吧！”

11 月 29 日，记者走进狮子社区，探寻这

捐款修路背后的故事。

来到狮子社区二组，一条宽阔平整的

水泥路出现在记者眼前，100 米的水泥路一

直延伸到一个陡坡上面。居民田国华今年

已经 77 岁了，他一直住在这“田家院子”，

“没有这条水泥路之前，晴天雨天都是走烂

路，种点菜，买点肥料也拉不进来，都是下

在坡下面背上来，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也背

不动了。田大哥一家把这路修好了，简直

就是给我们造福啊！”

还没有见到田国忠、刘明华老两口，邻

居们纷纷向记者讲述这条路的变化。

今年 9 月，86 岁的田国忠听社区干部

说，希望通过“三个一点”，即社区成功人士

捐资一点、社区居民筹资一点、社区向街道

党工委请示后社区补助一点的方式，硬化

社区道路。

田国忠一打听，从社区主路修到“田家

院子”刚好 100 米，需要 3 万元。便回家与

老伴商量修路之事，老伴想到老两口辛苦

了一辈子攒下几个钱，心里很是舍不得。

田国忠三番五次给妻子做工作，“你莫忘了

嘛，我是一个‘预备党员’，随时都要用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的思想觉悟要高一

点，修好了这院子里 100 多人也好走一点

嘛！”老伴想到他一生都以党员的标准要求

自己，便答应了，拿出 3 万元用于修路。一

天之后，一条宽 2.5 米、长 100 米的水泥路便

浇筑成形，居民们对老两口的行为竖起了

大拇指。

据了解，田国忠年轻时立志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党员，但在预备期满时，过度劳累

让他住进了医院，这个意外的情况让他错过

了庄严的入党宣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成

了一名永久的“预备党员”。没有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但他一生用党员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接近 90 岁的高龄，一直保持着高度的

思想觉悟，捐钱修路，甚至连他根本不会走

到的另一个组的道路也捐了 5000 元。

如今，街道办希望想办法让他破格入

党，他却拒绝了，说“就让我当一名‘预备党

员’吧，我的年龄太大了，怕加入党组织，却

没时间为党干事了，怕自己没有能力履行

好党员的义务！”

耄耋夫妻捐3万修通社区路

田国忠夫妇清扫社会道路

安居好人好人

初见庞治全，皮肤黝黑，沉稳，企业家

形象十足，乍一看，很难与“农民”挂上钩，

也想象不到他种植柠檬的场景。

但他却是货真价实的四川正全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着几千亩柠檬种

植基地。2013 年，庞治全在安居区观音镇

种植了 1300 多亩柠檬，并“种”出了自己的

致富路。

穷人孩子早当家
年仅 13岁便投身社会

庞治全，出身在安居区会龙镇一个普

通的农村家庭，小时候家庭的贫困使得他

比同龄人更懂事。小学五年，年年当班长，

年年成绩优异。无奈，现实是那么残忍，家

庭的贫困让他不得不在小学毕业时，年仅

13 岁便投身社会。

13 岁的庞治全比同龄人更瘦弱，但他

头脑聪明。看到那时候会龙特别缺电焊

工，便四处寻找老师，偷偷学起了电焊技

术。在安居区专件纺机厂招聘工人时，见

他年龄又小人也瘦弱，便没打算录用他。

可是他并不着急，向大家展示起了自己的

“绝活”，熟练的焊接技术让现场录人者感

到折服，不到 14 岁的庞治全成了一名实实

在在的焊接工人。

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后，庞治全

并 没 有 感 到 满 足 ，又 悄 悄 学 起 了 汽 车 驾

驶。在那个驾驶员稀缺的时代，庞治全顺

理成章地成了厂里一名专职司机，开起了

货车，这一干就干到了 29 岁。

习惯不断追求的庞治全发现建筑行业

还不错，又利用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干起

了劳务，为建筑工地招人管人用人。完成

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后，庞治全干起了建修，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建筑商。

几经摸爬滚打
选择回归农村搞种植

建筑行业虽然辛苦，在那时候收入也

不错，庞治全一家小日子过得令同龄人羡

慕。2011 年，庞治全感到建筑行业的不景

气，心里一时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冥思苦

想的他，经常在户外去钓鱼，利用垂钓的时

候思考出路。

2011 年夏天，庞治全来到好朋友代志

强家乡安居区观音镇垂钓。代志强安排他

来到双油房村钓鱼。一来到双油房村，庞

治全眼前一亮，双油房村土地大多撂荒，地

势也宽广，感觉是个不错的地方。加之看

到村上当时种植的枇杷，心里顿时蒙生了

接触种植业的想法。

经过多方考察学习，庞治全决定种植

柠檬。在考察中，他发现柠檬的药用、商用

价值都比较高，是一个朝阳产业。

说干就干，2013 年，庞治全在双油房村

建起了柠檬基地，基地流转 1300 多亩土地

发展柠檬产业，种植的都是优质柠檬品种，

一年开四次花结三次果。

建基地，整理土地、购买树苗，每一样

投入都很大。这里几百万，那里几百万，短

时间也没见任何成效。妻子看到前些年辛

苦攒下的钱像水一样被“泼”出去，心里痛

得不行，经常与庞治全理论，认为他是前些

年挣了钱不知道珍惜，开始学会大手大脚

了。庞治全知道妻子是为了家庭着想，也

不与她争吵，只默默地听着妻子的唠叨。

经过精心的管护，两年后柠檬开始挂

果了，妻子见庞治全一直在认真经营柠檬

产业，便再未唠叨过他，也大力支持他，让

他大胆去干。

经过五年的精心管护，基地的柠檬长

势越来越好；并在国家商标总局注册了“正

源康”商标。今年基地的柠檬进入盛果期，

10 月开始大量采果，主要销往川内各大城

市和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同时也在网

上销售。看着丰收的柠檬，庞治全眼神中

透着自信，“保守估计，今年纯收入有 600
万元。”

柠檬产业不断壮大
周边群众富了口袋

11 月 27 日 清 晨 ，庞 治 全 的 柠 檬 基 地

内一派热闹的景象，20 多名村民正在果

林 间 忙 着 采 摘 柠 檬 ，欢 喜 讨 论 着 今 年 的

收 成 。 柠 檬 产 业 ，如 今 已 不 仅 是 双 油 房

村 脱 贫 攻 坚 的 主 产 业 ，如 今 已 逐 步 成 为

双 油 房 村 乃 至 整 个 观 音 镇 的 绿 色 支 柱

产 业 ，为 观 音 镇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庞治全深深知道家庭贫困的痛苦，在

他基地里干活的，都是建基地时的“老工

人”，常年使用了 30 多名贫困户，为他们解

决家庭困难。

村民李明友已年逾六旬，无法外出务

工。自从村里引进柠檬种植后，他就在家

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基地打工一天 50
元钱，一个月还是有一千多元。”李明友告

诉记者，他很满意这份工作，挣钱照顾家庭

两不误。

和李明友一样，村里还有好几十人在

柠檬基地打工。

曾经，双油房村全村没有一条硬化路，

是观音镇唯一没有通水泥路的村，“现在好

了，发展柠檬产业引进了公司，村组道路已

经硬化了近 9 公里，路都修到我们家门口

了，晴天雨天都不用再走泥泞路了，出门上

街都方便！”如今，看着修到家门口的水泥

路，村民蒋泽华、代文明、代玉祥、唐光明争

先恐后地向记者介绍。

现在，柠檬产业让双油房村农民的腰

包渐渐鼓了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庞治

全却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又建起了柠檬

加工厂；让以原料便宜卖给他人转变为商

品面向市场让更多人吃上健康绿色的食

品，开发出柠檬应有的更高价值，他说，他

要用这“酸”柠檬种出自己人生的“甜”日

子。

庞治全，就是这样一个永不停止追求

的“柠檬人”！

（全媒体记者 黄焱）

安居区持续管理推动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扬尘管理制度》

《扬尘主要防治措施》悬挂在工地进出口显眼处；围

挡喷淋、雾炮、塔吊喷洒设备正不断喷出雨雾，降低

工地扬尘；工地安全卫生管理员王磊正带领保洁工

人，一边通过自动洗车设备，为正准备驶出工地的

货车清洗，一边清扫残留在地面上的泥垢……这是

11 月 28 日，记者来到安居区兆信安居府工地见到的

一幕。

据介绍，为切实加强辖区建筑工地检查，做好建

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市容环境，近年

来，安居区按照加强城市扬尘污染控制的要求，对

辖区建筑工地扬尘进行了专项治理。

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扬尘治理专项检查活动

30 余次，发放整改通知书 20 余份、停工通知 7 份。

全区 62 个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

率、渣土物料蓬盖率、场地洒水清扫保洁率、渣土物

料封闭运输率、出入车辆清洗率和出入口监控等七

个方面均取得明显进步，施工现场环境得到明显改

善。

区凤凰街道办狮子社区推进软弱涣
散村党组织整顿工作

不断提高社区党支部战斗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黄焱） 班子不团结、政

治素质不高、带富本领不强、协调能力不强，曾一度

时，安居区凤凰街道办狮子社区因为这些问题成为

软弱涣散党组织。

2017 年，凤凰街道办充分利用新一届社区党组

织换届的契机，从社区人才库中选拔了优秀社工担

任班子成员。积极培养发展年轻优秀青年，坚持

“给愿意干事的人机会，给肯干事的人岗位，给干成

事的人地位”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思想政治素质

好、带头致富能力强、服务意识强“一好双强”型党

员进入社区班子。增强社区班子战斗力、凝聚力。

通过换届选举，推选出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作为支

部书记。

狮子社区通过狠抓班子建设、加强学习，提高党

员服务意识。街道党工委主要领导对社区两委班

子进行了诫勉谈话，街道党工委通过解剖“麻雀”的

方式，对党员逐一面对面的交心谈心，把广大党员

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解决人心散乱的

问题。查找自身后进原因、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好

整改计划；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员群众教

育培训，指导做好社区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和发展

党员工作。

从思想上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能

力上提高服务群众水平，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进一步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使每一位党

员都能找准自身与合格党员的差距，明确努力方

向。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增进共识，统

一思想，鼓足干劲，切实提高社区党支部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同时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和社区基础设

施建设，用“三个一点的形式”，硬化了社区两条支

路总长 800 余米，在老旧道路上增加 4 个错车位和 4
个停车场，较好地解决了社区 200 余名居民出行难

问题。

东禅镇天遂新桥河
联村卫生室正式开诊

“以前的卫生室设备陈旧，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

就医需求。联村卫生室的建立，改善了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了‘小病在基层’的目标。”

11 月 29 日，在东禅镇天遂新桥河联村示范卫生室开

诊仪式上，安居区东禅镇中心卫生院院长、东禅镇

天遂新桥河联村示范卫生室负责人杨小东激动地

说。

仪式上，东禅镇天遂新桥河联村示范卫生室正

式授牌成立。据了解，东禅镇天遂新桥河联村示范

卫生室系全市健康扶贫工程——第二批十大联村示

范卫生室之一，在区委、区政府、市卫计委、区卫计

局的领导和天齐锂业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三个月紧

锣密鼓的建设，联村示范卫生室以崭新的面貌和全

新的设备开始为全村群众服务。

据了解，该联村示范卫生室占地面积 430 平方

米，位于遂宁西部，距遂宁城区 55 公里，幅员面积 3
公里，与石洞镇、安岳通贤镇、白马场镇相邻，交通

便利，主要是为辖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护理、

保健与健康教育及十四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卫生室设置诊断室、治疗室、药房、住院、档案

室、健康教育室等。同时还配备了血球计数仪、心

电图等常规设备。卫生室现有 2 名医生，收费、中药

房、西药房各有 1 名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覆盖农村群

众 1.7 万人。

在管理上，该联村示范卫生室实施乡村一体化

管理模式，设置、业务、人员统一由东禅镇中心卫生

院管理。功能定位主要是为辖区人民身体健康提

供基本医疗、护理、保健与健康教育及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卫生室秉承“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把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把群众的健康放

在第一位、把医疗质量放在第一位，把病人满意作

为追求目标，加强和落实国家医改政策，全心全意

为广大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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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超）

不断追求的“柠檬人”
——记四川正全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庞治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