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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2日，由遂宁市民政局、船山区委

宣传部、区人社局、区工商联指导，《图说

遂宁》主办的 2019年猪坝坝宴暨新春民俗

文化节在桂花镇金井村举行。500余名来

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欢聚一堂，杀年猪、赏

歌舞、话家常，共同庆祝 2019年的到来。

活动以“迎新春、引乡贤、助振兴”为主

题，既是迎新春、庆佳节的文化活动，也是为

金井村村民和广大返乡人士开展的一次暖

心服务。活动过程中，杀年猪吃庖汤、爱心

企业家捐款捐物、书画拍卖、社会人士以购

代扶、现场义诊、送春联、文艺节目表演等让

现场的气氛愉快而热烈，将党委政府、社会

各界人士和金井村的村民凝聚在了一起，也

让返乡务工人士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

“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让我看

到金井村飞跃性的发展。现在的金井村

变得这么漂亮，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作为

金井村的本土人士，我也希望能够把自己

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杨波是金井村

的返乡人士，据他介绍，他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回来过，如今看到金井村的变化，也

想要返乡创业，发展果园经济，带动金井

村的村民一起致富。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船山区开展服务

保障农民工返乡务工的具体工作之一。

按照四川省服务保障农民工“十六条”、遂

宁市服务保障农民工“十八条”以及遂宁

市“十个一”活动方案的总体安排部署，船

山区将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和服务保

障工作。在春节期间，船山区将重点开展

推进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恳谈会、全覆盖

走访慰问农民工、船山工匠招揽行动、大

规模创业就业培训、便捷暖心服务、“治欠

保支”专项行动、推荐农民工创业项目、农

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政策大宣传、创作展示

一批农民工文艺作品等九项活动，为返乡

农民工创业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全媒体记者 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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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 7个村
拟评为省级“四好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记者获悉，按照《中

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创建

省级“四好村”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委厅〔2016〕70 号）

要求，省委农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在各市（州）评选推

荐的基础上，经过严格审核，拟评定成都市龙泉驿区宝狮村

等 2000 个村为 2018 年省级“四好村”。其中，船山区元宝村、

三元桥村、桂花村、西堰村、牌坊村、罗家桥村、瓦窑村 7 个村

榜上有名。

近年来，四川坚持把“四好村”创建活动作为推进脱贫攻

坚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加快建设“业兴、家富、

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让广大农民群众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呈现出鲜明的四川

特色。

龙凤镇“123”工作法
做好返乡务工人员党建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雨）近日，记者从龙凤镇了解

到，为做好返乡务工人员党建工作，龙凤镇以“123”工作法

推动该项工作开展，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了解，“123”工作法分为 3 个阶段。“1”是报到。龙凤

镇工作人员向 50 名外出务工党员发信息、打电话，要求返乡

后务必到所在支部报到，做到了“全覆盖”。“2”是寻找。寻

找外出务工人员中创业成功人士，建立《外出创业成功人士

台账》，后期跟踪对接，帮助他们寻求政策支撑和项目支撑，

促成创业项目落地落实；以及寻找外出优秀人才，计划从中

物色 10 名入党积极分子、村级后备力量予以重点培养。“3”
是讲课。以支部为单位，在返乡务工人员中组织讲一次党

课，提高党性修养；每名返乡党员上台讲一次入党初心，重

温入党誓言；并且，还以挂片领导为组长，宣讲小分队对返

乡务工人员进行全覆盖走访，宣讲一次政策。

老池乡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1月 10日上午，老池乡召开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 2018年《老

池乡政府工作报告》和 2018年《老池乡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

并按法定程序选举产生了老池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会议指出，2018 年以来，老池乡党委、政府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团结和带领全乡广大干部群众，以临港产业园

建设为契机，以脱贫攻坚奔小康为主线，团结带领全乡干部

群众，培强壮大特色产业、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大力改善民

生、着力优化乡村环境，全乡各项工作指标得到了显著提

升，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2019 年，老池乡将紧紧围绕产业富民、生态立乡、科教兴乡，

建设美丽老池这一目标，突出抓项目、兴产业、富百姓、建和

谐、促党建，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进一步加强

自身建设，提高行政效能，更加勤政务实，从而促进全乡社

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会议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选举。申俊、鲍波分别

当选为老池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新当选的两名副乡长还向

宪法进行了宣誓。

船山区开展易燃易爆场所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许锐 全媒体记者 梁惠）1 月 10 日，船山区消

防大队深入辖区易燃易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重点对易燃易爆场所的操作规程落实情况，消防设施器材配

备和维护保养情况，用火用电管理情况，消防安全制度、灭

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建立情况进行了详细检查。

检查中，针对发现的问题，监督检查人员强调 ,场所负责

人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对消防安全设施、器材

的维护管理，严格单位内部的防火检查和巡查，强化对员工

的消防安全教育，完善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

织演练，切实提高易燃易爆场所员工的自防自救能力。

此次消防安全检查，不仅提高了辖区易燃易爆场所负责

人做好消防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也及时消除了存在

的消防安全隐患，为全力确保辖区火灾形势高度稳定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接受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许锐 全媒体记者 梁惠）1 月 10 日，船山区消

防大队深入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对场

所的安全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安全出口是否锁闭、电气线路

铺设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应急

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常用消防产品配备选型、数量是否

达到规范要求等情况进行了细致检查，并对校外培训机构如

何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如何发现火灾隐患等消防安全常识进

行了指导培训。

针对个别培训机构存在消防设施配备、制度不完善等消防

安全隐患，大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提出了相应的整改建议。人员要求，要明确单位消防安全责任

人，加强用火、用电、用气的管理，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并积极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要定期向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教育，广泛宣传消防安全法律法规、防灭火及疏散逃生等知

识，努力提高自防自救能力；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迅速整改，

不断完善消防安全措施，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下一步，船山区消防大队将持续加大对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的排查整治力度，扎实推进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确保辖区

火灾形势高度安全稳定。

改革开放最早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

是从土地经营体制的变革开始的。

“改革开放前，经常吃不饱饭。改革

开放这 40 年，农民的好生活以前想都想

不到。”桂花镇金井村今年 74 岁的村民熊

祚科亲身见证了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实

惠、给农村带来的变化。

80 年代初，国家开始全面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到土地后调整

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极

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基本制

度框架之下，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

解决。后来国家不断调整政策，允许农

民自己卖粮，甚至还可以加工粮食。“包

产到户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农业生产自主

权，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这些都自己

说了算。我们通过选择收益较高的经济

作物，增加了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经济

发展。”熊大爷说。

近年来，船山坚持以深化农村改革为

动力破解“无人种地”的困境，成功借鉴

探索了租赁托管、入股托管、信托托管和

代耕托管四种托管方式放活土地经营

权，多元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加快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解决了“谁来种

地、谁愿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全区农

业农村发展“机制活、主体强、服务优、新

村美”的特点基本显现。

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船山区农业农村改革纪实

2018 年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四十年，倏忽一

瞬，才知道农村社会发生多

大的变化。上个世纪 80 年

代初，改革开放从农村开

始，而土地改革无疑就成了

其中的重要一环，从农村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

农业税，再到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农村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的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地处涪江河流域的船山

农民，在这40年农村土地所

有制、经营方式的变迁中，

也充分感受到了改革所带来

的冲击、变革和红利。自从

船山区建区以来，农业的快

速发展让船山区的乡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农民

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再次让广大农民朋友们吃了一颗

“定心丸”。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村发

展和农民脱贫致富，是实现脱贫攻坚的

催化剂。

“政 府 有 补 贴 ，我 们 自 己 再 出 一 点

钱，我就告别了土坯房，住进了新房子

了 !”2018 年 2 月初，船山区桂花镇贫困

户何大哥一家搬进了新房。放眼整个

桂花镇，通过镇村引进产业，大部分村

民都通过流转土地、到产业基地就业实

现了增收。

桂花镇的蜕变，折射出船山区土坯房

改造的速度和质量。

据了解，船山区集成运用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等土地政策，积极探索土坯房整治“三

单一方”路径，在配好整治“菜单”、定好

规则“清单”、算好资金“账单”的基础上，

创新开出“土坯房整治+”模式的发展“良

方”，扎实开展土地权属调整，全力保障

乡村产业发展用地。

对于船山农村来说，农业新业态从无

到有，发展迅猛，特别是农村电子商务和

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更是增速发展，激

活了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船山农村不仅颜值变

靓，气质更是今非昔比。未来，我区将按

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最新部署和“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努力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全媒体记者 梁惠）

近年来，船山区坚持都市农业发展

方向，以省级示范园“永河现代农业园”

为 核 心 ，有 序 推 进 市 级 示 范 园“ 龙 老

复”、“唐桂”互联互通，串联桂花镇、老

池乡等 10 个乡镇特色小园区，带动 32
个贫困村产业项目融合发展，着力搭建

“3+10+32”全域园区化平台，助推农业

高质量发展。

据悉，船山全域园区总规划面积 350
平方公里，涉及农业人口 26.99 万人，紧

扣全市现代农业园区总体布局，以创建

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契机，坚持“镇

园结合、产村一体”原则，打造农业全域

园区化“升级版”。基本形成“村村入产

业园、户户入专合社”的良好态势。

位于河沙镇的“十里荷画”景区，充

分利用当地农户莲藕种植传统，结合丘

陵冲积沟地形的水资源优势，规划了省

内最大的莲藕种植基地，并按照依山就

势、保留民俗文化特色的要求，配套了民

俗山庄、望荷亭、五彩栈道等乡村旅游服

务设施，基本建成了服务于遂宁市城区

及成渝绵 1 小时经济圈的都市宴客厅。

目前，已带动了周边 3000 多户农户融入

乡村旅游产业，户均增收 6000 元以上。

“船山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按照

‘多规合一’要求，依托全市‘农环线’建

设，根据园区不同板块的产业条件和发

展实际需求，统筹新村建设、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旅游等建设规

划与全域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3+
10+32’全域园区化都市农业发展体系。”

区委农办相关负责人如是介绍。

探索全域园区发展体系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土坯房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挖掘农村资源发展潜力

1 月 7 日，区民政局、区文联到永兴镇

船山区中心敬老院开展送文化活动，让敬

老院的 30 余名老人在冬日感受到了温暖。

二胡独奏、相声《拜年》、女高音独唱

等节目轮番上阵，台下的观众不时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除了节目表演外，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改革开发 40 周年照片展，展出改

革开放 40 年以来船山区所取得的变化和

成就。活动当天，书法家还为敬老院的老

人现场书写了对联。

全媒体记者 杨雨/摄

杀年猪摆坝坝宴

欢迎外出务工乡亲回家

区民政局、区文联

送文化到敬老院

送春联吃坝坝宴，共同庆祝 2019 年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