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6 月，驻村工作就满两年了……”5
月中旬，驻村干部郭鹏正在射洪县金华镇东

山 村 忙 碌 着 ，即 将 轮 换 的 不 舍 情 绪 涌 上 心

头。两年前，他从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来到村

里，走村入户，发挥所长，从一名高校教师转

变成东山村的驻村干部。

摸村情
田间成课堂

“2017 年上半年，我看到学校公开选拔驻

村干部的通知。此前在被省教育厅借用期

间，我接触过高校驻村帮扶工作，便一直想奋

战在扶贫最前线。”彼时，郭鹏的小女儿出生

才 4 天，他正在医院陪护。

“对村情民意知之甚少，对三农工作一头

雾水。”当年 6 月 26 日，郭鹏来到东山村，才真

正体会到在脱贫岗位上“实战”的不容易。长

期在学校工作的郭鹏很快转变角色，用 1 个月

时间徒步走访了 8 个组的农户，重点了解了 42
户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虽然徒步的走访效率

低一点，但边走还可以边看村情、听民意、讲

政策，梳理致贫原因，思考帮扶对策，一步步

走到村民们的心里去。”

东山村虽紧邻 G247 国道，但产业路、联村

路、组道路等建设严重滞后，影响了村里发展

和村民出行。郭鹏到村后，与“第一书记”曹

洪兵一起到市县单位争取项目资金，与镇村

干部整合资金、投入建设。截至目前，全村实

现组组通硬化路，基本建成产业路和联村路，

群众出行方便了，产业发展加快了，生活水平

也提高了。

谋发展
发挥所长搞设计

东山村属深丘地形地貌，是典型的旱片死

角，如何发展产业？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因地

制宜引进了张杂谷 8 号小米，并捐赠 10 万元

启动资金，用于该项目发展。

“65 亩茁壮成长的幼苗，就像家里刚足

月的孩子，我和曹洪兵每天都会定时查看生

长情况。”郭鹏参与到田间管理中。当年 7
月中旬，接近 1 亩地的小米突发稻瘟病并伴

有蚜虫。郭鹏和曹洪兵一起，与农技员向敏

精准施策，把关药品质量，及时铲割销毁。

经过精心管护后，试种小米的产量接近平均

水平。

富硒小米种出来了，如何卖出去、卖得

好？郭鹏发挥专业特长，设计了专属包装，并

同步为东山村设计 LOGO，将小米成功推向市

场。“2017 年，富硒小米项目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达 6 万余元。”

同时，郭鹏所在的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机

关四支部与东山村党支部签订了城乡党建

结对共建协议。“通过组织设计团队，为东

山村设计制作路牌标识、党群服务中心宣传

栏等，促进‘四好村’创建。”郭鹏告诉记者，

他不仅是东山村的“形象设计师”，还担任

了四川其作农业有限公司的设计顾问，助推

这个扎根东山村的香椿种植企业发展得更

好。

（全媒体记者 熊燕）

（紧接01版）同益商贸等行业龙头企业对接理

县企业需求，提供市场咨询、人员培训、技术

指导等志愿服务。

有没有效果，有没有进展，考核才能见分

晓。我市构建动态考核机制，将对口帮扶工

作纳入对工作组和船山区的目标绩效考核，

年中评估、年末考核、严格验收。由组织部牵

头，召集纪委、目督室等部门组成帮扶考核考

察组，直接赴帮扶地现场，对照目标任务清

单，对各单位帮扶工作进度现场考核，对帮扶

组成员履职表现现场考察。

一系列机制保障，有力推动了帮扶工作。

目前，我市已成功助推理县通过脱贫县摘帽

省级验收，并荣获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县、省级

旅游扶贫示范县（区）等称号。2018 年 10 月以

来，遂宁市第五批援藏工作组紧紧围绕理县

“三地一区”发展目标、“四个全域”发展路径，

深入实施产业发展、智力支持、社会帮扶、劳

务协作、支部共建、群众工作 6 大攻坚计划，精

准发力，科学援藏，推动援藏工作取得进一步

成效。

投入资金
用真金白银撬动项目加快发展

遂宁市第五批援藏工作队领队、理县县委

常委、副县长刘旭介绍，2018 年投入资金 600
万元实施的产业发展、就业帮扶、教育保障、

医疗保障等 8 大项目 20 个子项目全部完成，

并顺利通过省级交叉考核验收。

去年，遂宁市第五批援藏工作组先后引进

果树新品种 3 类 10 余个，打造农业专业村 3

个，建立 16 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新培育农业

科技示范户 20 户。在民生改善方面，划拨对

口帮扶资金中 180 余万元，帮助理县人民医院

配备体检车，累计为 35000 名群众提供健康体

检服务；安排对口帮扶资金 215 万元，完善理

县医疗基础设施及县乡村医疗专业人员培训

等项目，确保全县 13 个乡（镇）卫生院、81 个

村卫生室全部达标升级。遂宁高升教育集

团、遂宁市中心医院等捐赠价值 300 余万元资

金和物资助推理县教育、卫生帮扶。

2019 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理县

实际，我市高起点编制了《遂宁市船山区对口

帮扶理县 2019 年度专项实施方案》，计划投入

帮扶资金 349 万元，实施产业发展、教育提质、

医疗改善、就业创业、干部人才、社会力量帮

扶项目 19 个。计划投入 120 万元援建资金，高

标准建设理县高半山贫困村新品种引进试验

示范区，推广蜀香二号辣椒苗 1420 亩，将有 8
个乡镇贫困户 30 人受益。

据悉，在今年的“遂理一家亲 共绘同心

圆”活动周上，我市还将积极推动签约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建设船山理县“飞地园区”，

以园区和项目建设带动理县经济和社会发

展。

贡献智慧
用心用情破解藏区现实困境

在理县，当地干部时常感叹 :“民族地区最

缺的是人才，最落后的是教育，最难的是技

术”。

紧盯影响理县脱贫攻坚进程的短板，我市

坚持需求为先、刚柔相济选派人才、培育人

才，嵌入助推长远发展的强力引擎。针对理

县脱贫攻坚领域存在的人才缺口，实施“人才

派遣百人计划”，坚持需求导向，采取“理县点

单+遂宁上菜”“挂职交流+顶岗锻炼”等方式，

每年选派 100 名人才进行交流。针对部分重

点项目缺乏专业团队和人员情况，抽派招商

引资、教育、卫生等专技人才 53 人，成立教育

名家、卫生支撑、旅游协作和联合招商 4 支突

击小分队，全力助推理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

“二甲”综合医院，高效推进 7 所学校饮水安全

改造提升工程建设。

今年 4 月，船山区新桥镇初级中学一行 6
人，在杨洪春校长带领下，赴理县薛城中学开

展结对帮扶及联合教研活动。召开座谈交流

会，签订帮扶协议，并就办学理念、教育教学

管理、学生管理等方面情况进行交流。

同月，大英县实验学校迎来了 5 位远道而

来的客人——理县桃坪小学教导主任宋飞等

一行，他们在大英县实验学校进行了一周的

跟岗学习和为期半月的挂职锻炼。

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人才互动交流

中，遂宁不仅为理县提供了直接的人才和智

力支持，还为理县打造了一支留得住的本土

精英化人才。

随着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入藏，一个个项

目的持续推进，进一步破解了理县发展的现

实困境和难题，有力推动了藏区脱贫攻坚。

如今，在理县的大街小巷，“遂宁印记”无处不

在。遂宁援藏的痕迹，不仅刻在了理县的大

街小巷、高山深谷间，更刻进了理县人的心

间。 （全媒体记者 王维）

02 要闻 责编：吴莉君 组版：蒋贤文 2019年5月20日 星期一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梁界波） 5 月 19
日，市委常委、副市长、遂宁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罗晖率队调研高新区脱贫攻坚工作。调研

中，罗晖要求，在加快脱贫攻坚进程中要因地

制宜，加快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依托产业不

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更多农户脱贫增收。

罗晖一行先后到聚贤镇宝珠寺村、保升

乡刘板桥村，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

宝珠寺村流转土地 500 余亩，引进业主规模

养殖龙虾，种植葡萄、柑橘、瓜蒌，带动村民

脱贫增收取得明显成效。罗晖对此十分满

意，要求进一步实施好产业扶贫工作 ，结合

高新区即将开展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

打造“一村一品”，想方设法把集体经济发展

起来，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在刘板桥村，罗晖强调，要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要求，精准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结合现代农

业产业园区建设，加速土地流转进程，引进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广“党支部+公司+
合作社+农户”产业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通过产业扶贫推动农业规模

化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罗晖还

深入贫困户家中，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生产

状况，鼓励他们坚定脱贫信心，逐步实现脱

贫增收。

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吴相洪参加遂宁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5 月 17 日，

2019 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相洪参加遂宁分会

场会议。

会议指出，医改是贯穿经济社会领域的

综合性改革，各级各部门要站位全局、强化责

任，始终高度重视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工

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深

化医改，通过加快推动医疗等群众关注的改

革举措，切实解决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以重

点、难点的突破推动医改工作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为统

领，坚持预防为主，突出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两个重点，着重抓好健康促进、药品改

革、资源布局、综合监管、健康扶贫五大工

作任务，努力在基础性、关联性、标志性改

革上取得新突破，全力推动医改任务落地

见效。要加强对医改工作的组织领导，认

真落实上级有关决策部署，按照职责分工、

勇于担当作为，聚焦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

实，共同完成好各项医改任务，保证改革系

统向前推进。

罗晖率队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依托产业带动农户脱贫增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醒）5 月 18 日，

北海——遂宁企业交流合作招商推进会在

我市举行，两市企业家共聚一堂，探讨合作

发展机遇。北海市副市长刘翔，遂宁市副市

长陈伐出席会议。

推介会上，企业家共同观看了两市宣传

片，听取了发展环境推介。北海市毗邻东南

亚，地处中国面向东盟扩大开放合作的前沿

地带，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同时拥有海港、

空港、铁路、高速公路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

南、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更是海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入我国内陆的最佳捷

径。遂宁地处成渝腹心，是成都平原经济区

和成渝城市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融入

成渝、走向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同时，遂

宁在创新创业、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

具有发展优势，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充满

希望的投资发展热土。

此次推介会是对川桂合作共同推进南

向开放建设框架协议，共同打造区域联动、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南向通道，推动南向

贸易便利化，扩大南向国际产能合作的不断

深化，两市将不断加强多领域的交流协作，

推动共同发展。会上，广西蜀港实业有限公

司与我市双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

北海——遂宁企业交流合作招商推进会召开

深化交流协作 推动共同发展

今年初以来，船山区对乡镇、

街道约 300 名妇女进行了“技能进

家、妈妈回家”家政培训。目前，已

有部分妇女通过该项技能走上家

政服务工作岗位。 图为 20 余名妇

女正在美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接

受婴儿护理培训。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摄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行为

要闻 简报

决战2019·遂宁故事

强力实施脱贫攻坚强力实施脱贫攻坚
加快推进全面加快推进全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历经数

月精心筹备，3 个月的角逐评比，数万市民

的积极参与，5 月 17 日，“香约遂宁·膳在蜀

中”遂宁名宴评选活动总决赛举行。省商务

厅副厅长刘祥超、市政协副主席周通出席活

动。

在为本次活动中关于遂宁美食的短视

频、网络推（软）文、摄影作品的有奖征集获

奖代表进行颁奖，评选活动的裁判和选手

宣誓后，总决赛正式开始。各参赛队员根

据抽签顺序现场制作参赛名宴中的两道菜

品，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审现场品鉴，结合选

手参赛名宴的整体水平进行打分。评分结

束后，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现场宣布得分

情况。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名宴面对面”访谈，

美食名家畅谈饮食文化和遂宁名宴活动。

各县（区）进行了美食推介，524 红苕专合

社、熊老五食品、高金食品对企业产品进行

了推介。

2019年遂宁市青少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

6-18周岁青少年儿童均可参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记者从团

市委获悉，2019 年遂宁市青少年文化艺术展

演活动开始报名，全市 6-18 周岁青少年儿童

均可参加。

本次展演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关工委主办，主

题为“新时代·蜀少年”，旨在通过形式多样

的文化艺术活动，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儿

童热爱祖国、传承文化、全面发展、向上向善

的精神风貌。活动分为儿童组（6-12 周岁）

和少年组（13-18 周岁）。全市有艺术才能的

青少年、各学校、各艺术培训机构需在 5 月

10 日——6 月 15 日自行报名参赛，上传参赛

作品。整个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香约遂宁·膳在蜀中”评选揭晓

对于非法集资，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市

处非办提醒广大市民，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要从 4 个方面注意。

首先，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

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信“天上

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的投

资项目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

其次，要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

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

是否获得相关批准；是否通过媒体、推介会、

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是否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是否承诺回报，

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

报的特点。

第三，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

伴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

巨大风险。因此，一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最后，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

识。”市处非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一些单位

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

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市民一定要认真识

别，谨慎投资。 （贺建平 整理）

天上不会掉馅饼 投资项目要冷静

遂理同心 筑梦未来

郭鹏：从课堂到田间的转变

本报讯（尹松 全媒体记者 范晶） 5 月

16 日，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杨军赴大

英县，调研民营企业发展，并就营商环境情

况组织座谈。

在久大蓬莱盐化，杨军了解到企业积极

应对国内盐业市场竞争，提升产品质量，抢

占国际市场，产品出口日本、东南亚等地，企

业营收、利润和缴纳税金都大幅上升，正在

投入约 5000 万元进行碘、溴素、胆巴等副产

物生产项目建设。杨军对此表示赞赏，并强

调要做好危化品生产搬迁项目建设，资金投

入要到位，安全管理要到位，环保措施要到

位，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杨军一行还来到佳世特橡胶、邦维特种

纺织、盛马化工等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以及存在的困难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军强调，一要增

强信心，对落实中省政策要有信心、对市场

发展要有信心，积极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市

场形势；二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要算好

“经营账”，做好发展规划，加快项目建设；

三要遵章守纪，分清“历史问题”，合法经

营，重信用、讲诚信，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

杨军调研大英县民营企业发展和营商环境情况

增强信心 积极应对市场 技能进家
妈妈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