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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风采展示

本报讯（田文捷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2019 年是脱贫攻坚最关键的一年，青

堤乡纪委狠抓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净化该乡扶贫

领域生态环境，为赢得脱贫攻坚最终

胜利提供纪律保障。

该乡对不正之风敢亮剑。乡纪委

对扶贫领域存在的“表态好、行动少”、

“脸好看、事难办”、“重材料、轻实效”

等不正之风，开展最严厉的督查整治

行动，严查扶贫干部作风问题。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追责问责，督

促党员干部绷紧作风之弦。

该乡对违纪行为敢拔剑。将重点

查处在扶贫救济中贪污挪用、截留私

分、优亲厚友和挥霍浪费等侵害群众

利益的问题。对结对帮扶工作落实不

到位、不落实的帮扶单位或个人，严肃

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敢于向扶

贫财物“动奶酪”的行为处以最严厉的

打击。

该乡对扶贫干部高悬剑。组织乡

村干部通过学习党纪条规、典型案例、

观看警示教育片、收看反腐题材电影、

发送廉政短信等形式，提高全乡干部

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建立监督

台账，记录干部作风，以“红黑账”的形

式，不断擦亮悬在扶贫干部头上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确保干部在面对不正

之风时，心有所畏，行有所止。

青堤乡狠抓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抓实监督执纪“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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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射洪县柳树镇柳树上街17号1-7楼综合楼

射洪县柳树镇文风街道1-3楼成套住宅楼

射洪县金华镇武东工委仓库房

射洪县金华镇伯玉工委1-3楼住宅房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广兴镇武南村1楼库房及2-3楼住房

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54号1幢4层1、2号住宅

射洪县太和镇桂仙路2幢5-1号住房

射洪县太和镇涪江大道东汇综合市场A7幢3单元6-7楼1号住宅

射洪县太和镇武安河下段滨河花园E幢1楼1-1号、1-2号、1-3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美丰嘉苑1幢8-1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沱牌大道南段富乐苑营业用房

存放于射洪县太和镇平安街道办事处太空村4社的制砖用机器设备(先整体后分拆拍卖）

存放于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北段银华工业城的二手机器设备（二手变压器96台）整体拍卖

射洪县太和镇虹桥路359号紫金都汇4幢1楼6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大榆镇星光社区【原街道】25号1层生产用房、住宅用房、仓库用房和土地

射洪县太和镇虹桥路大华商厦北幢2层1号办公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解放下街15号1幢1层4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伯玉路中段1层94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伯玉路下段1层92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教工宿舍北幢1层268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教工宿舍北幢1层270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教工宿舍北幢1层274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人民街教工宿舍北幢1层3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武安河南段1层1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武安河南段1层2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武安河南段1幢5号商业用房

①射洪县农商行所属射洪县瞿河乡瞿河街1层房产

②射洪县瞿河乡瞿河街房产（该项保证金交至拍卖公司帐户）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美丰嘉苑6幢1层30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美丰嘉苑6幢1层31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美丰嘉苑6幢1层32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武安河大街玉太教办联建房2幢7层2号住宅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富成花园A幢1层11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富成花园A幢2层3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望江路富成花园A幢2层2号营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北段何氏联建房1层10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北段何氏联建房1楼20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县府联建房西幢1层11号商业用房

射洪县太和镇太和大道南段县府联建房西幢1单元2层1号住宅

射洪县天仙镇下新街1-5楼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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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今年

以来，青岗镇用心用情关爱残疾人，

“三个有”筑起残疾人保障网。让残疾

人生活有保障。审核通过了 488 名重

度残疾人的救助申请，按照一级残疾

人每人每月 80 元标准、二级残疾人每

人 每 月 50 元 标 准 发 放 护 理 补 贴 ；为

444 名困难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 90 元

标准发放补贴；为 54 名持有第二代残

疾人证的三、四级精神和智力残疾人

按每人每月 50 元标准发放护理补贴；

为 69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残疾人按

照贫困线 3750 元 /年的标准补差发放

扶贫补贴。让残疾人群众生产有保

障。今年 6 月以来，对全镇年满 16-70
周岁，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业的农村户

籍残疾人发放美丰复合化肥 88 袋，邀

请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人员现场为

残 疾 人 进 行 产 业 指 导 和 咨 询 服 务 3
次；每月不定期为残疾人提供各种农

业辅助器具及无障碍改造等服务，多

种途径保障农忙生产组织、技术、物资

不受影响。让残疾人学生教育有保

障。对从幼儿园到大学阶段在读残疾

学生资助每人每年 500 元—5000 元，建

档立卡贫困户或低保户，按对应补助

标准上浮 50%。

本报讯（罗文飞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汛期来临，金家镇多措

并举全力保障防洪度汛。该镇完

善应急预案，落实镇村社三级应

急响应负责人，保持电话 24 小时

畅通，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应

急演练 2 场，参与群众 100 余人，

确保灾害发生时撤退有序。整治

安全隐患，全面排查镇内道路、

河道、水库、重点地质灾害点等

风险等级较高点位，设立警示标

志 8 处，发出地质灾害避险告知

书 40 余份，整治安全隐患 6 处。

充实应急装备，维修整治应急物

资储备库，全面检查发电机、抽

水 机 、应 急 手 电 等 设 备 工 作 状

态，新购置编织袋 1000 条、铁锹

40 把 ，雨 衣 等 其 余 应 急 物 资 若

干，确保全镇安全度汛。

本报讯（甘孝梅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近期，太乙镇采取“提前

谋划、严格把关、强化管理”三措

施，有效解决党员发展难、质量

低等问题，提升党员发展质量。

该镇提前谋划，全面排查、整

理各辖区内近三年来党员发展情

况，仔细记录入党申请人、积极

分子的身份、年龄、学历、民族等

基本情况，将 35 岁以下、大专学

历以上的优秀年轻同志列入重点

发 展 名 单 ，为 发 展 党 员 奠 定 基

础。严格把关，结合积分制，对

党员发展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发

展对象培养一年之后，按照积分

排名由支委会进行讨论，并将推

荐名单上报给镇党委，由镇党委

召开专题党委会确定发展名单，

然后由镇党委及各支部将发展党

员的名单进行公示，确保结果公

平、公正、公开。加大各支部书

记业务培训，统一印制发展党员

全套表格材料，明确党员发展的

时间、流程及所需准备的资料，

对培养时间不足的党员采取一票

否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艾君）
近日，沱牌镇大舜村返乡农民工

创业基地示范园区正式开园建

设，吸引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

展产业，实现集体经济增收、群

众致富。

大舜村为实现贫困村退出、

农户增收目标，把产业发展作为

重要支撑，村两委通过召开支委

会、党员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

等形式，征得村民们同意，整合

产业扶持资金，流转土地 65 亩，

发展村主导产业蒲公英，间种刺

梨子，并试点推广产联式发展模

式，在设施、政策、服务上进行配

套，以土地收益、产品销售做保

底，做到权责明晰、风险共担、多

方共赢，提高群众的参与率、满

意度、获得感。

同时，由村第一书记、职业化

村支部书记等 5 位村干部牵头，

以带富火炬手的身份，分别承包

村集体流转的 65 亩土地示范发

展蒲公英产业，引领 8 名返乡农

民工发展蒲公英 230 亩、羊肚菌

间种蚕桑 150 亩、葡萄 20 亩、草莓

20 亩、鸵鸟养殖 40 只等专项示范

园 13 个。并由村两委主导成立

由企业主、小农户共同参与的产

联式合作社，将村内有意愿、有

劳力的群众吸纳为固定务工人

员，建立定时、定园、定收台账，

让群众在务工过程中得到职业化

技术培训，在他们掌握各环节要

领后成为职业农民，自愿作为小

业主，自行承包土地发展致富产

业，实现集体经济增收、群众致

富。

本报讯（刘书兰 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近日，县残联干部雷良

鸣和中医院医生范运强在天仙镇

残联理事长刘书兰等人陪同下，

一起前往大房村 11 组和大路村 6
组为瘫痪在床的残疾人邓益胜、

李翠善等人上门办理了残疾证。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鉴定组

来到了邓益胜家中，现场看到，

该人员长期瘫痪在床，大小便失

禁，且其儿子、儿媳均为残疾人，

无法自行去县中医院鉴定。针对

此种情况，鉴定组现场收集相关

资料，并为其做了残疾鉴定为肢

体一级。邓益胜的儿子说：“党

的政策真好，真心为我们着想，

我们办事方便多了”。

通过此次上门服务，解决了

群众办事难“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得到了残疾人和群众的一致

好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罗明金）
日前，太和镇纪委充分发挥职能

作用，监督做好全镇 2019 年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保证国

家强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确保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及时、准

确、安全发放，维护群众利益。

该镇纪委同志走社入户，核

实镇农业服务中心、财政所是否

通过召开工作会议、镇村广播、

政府网站、QQ 工作群、发放明白

纸等形式，全面传达落实了上级

文件精神及镇补贴发放方案内

容；是否让广大农民群众理解了

解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政策

宣传是否做到家喻户晓、深入民

心，是否为补贴资金合法合规发

放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

境。力求发放对象、面积精准，

主要核查补贴范围和对象是否精

准，有无将不得纳入补贴范围的

五种情况纳入补贴范围；核查补

贴 面 积 的 准 确 性 ，有 无 不 经 核

实、复核、审核，盲目套用以前资

料进行填报的情况；核查镇财政

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

保障卡“一卡通”管理系统》录入

的精准性，是否存在重要指标录

入不完整，少录错录的情况；核

查资金发放的及时性，是否存在

违规或搭车收费，直接抵扣农户

贷款或擅自为村组代扣代缴有关

费用的情况。做到发放程序合

规。主要核查村（社区）、镇财政

所、农业服务中心等部门是否按

照各自职责，对相关数据进行把

关审核，补贴对象、面积和资金

发放是否在村内分别进行书面张

榜和村级广播公示，出现异议的

核实后是否经农户本人签字确

认，资金发放是否全部采用“一

卡通”存折兑付。

金家镇多措并举力保防洪度汛

整治安全隐患 6处

太乙镇三举措做好党员发展

不断提升党员发展质量

沱牌镇大舜村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示范园开园建设

吸引 8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天仙镇组织专业人员上门为残疾人办证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太和镇纪委全力维护群众利益

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付

青岗镇用心用情关爱残疾人

筑牢残疾人保障网

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

工程，是造福贫困群众的民生工程和

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作为对全

县易地扶贫建设项目提供技术指导服

务的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的

杨衍，始终严格依照问题零容忍，整改

必落实的工作机制，发扬“白+黑”“5+2”
的工作精神，以自身最大的能量，努力

做好每一项脱贫攻坚工作，积极维护群

众根本利益，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视勤政为职责

杨 衍 在 工 作 中 从 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清晨顶着星星走，晚上踏着月色归

已成家常便饭。 2016 年，杨衍负责玉

太乡、大榆镇、万林乡、太乙镇、涪西

镇、瞿河乡、沱牌镇、明星镇共 8 个乡

镇的易地扶贫建设项目质量监督和技

术指导服务工作，在 9 个月的无休假

状态下，他毫无怨言，圆满完成了各项

工作，有效地保障了贫困户的住房质

量安全。其中，沱牌镇青岗村集中安

置点和桃花村集中安置点因修建质量

一流，安置小区环境优美，被评为全省

优秀示范点，周边市、县领导多次前来

参观学习。

在万林乡新桥村分散安置点，因

为点位分散，部分乡道路年久无人通

行，导致分散户点位之间最近的土路

杂草丛生，如果走水泥路绕行则需要

增加 1 个多小时的路程。为了方便工

程修建，节约运输成本和检查时间，经

实地步行勘察路面状况后，杨衍提出

用人在前面带路，标记出边线，车在后

面通行的方案，从杂草中压出了一条

通行道路，为材料运输和参建人员的

通行有效的节约了时间。

视服务为责任

面对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重、时间

紧、人手少的问题，杨衍带领全站工作

人员实行预先排班制，牺牲休息时间，

努力做到无缝衔接，确保哪里有需要，

哪里有人员，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全力保障脱贫攻坚

住房质量安全。针对搬迁房屋的修建

点位相对分散、交通困难的问题，杨衍

将分散点位划片区实行分组责任制，

由副站长任组长，并配备两名工作人

员，深入现场实地实施技术指导服务

工作，在交通困难的点位，就是挽起裤

腿也要走到现场开展实地指导工作。

2018 年 10 月，经群众反应发现，香

山镇柏杨村 5、6 社 2017 年易地扶贫建

设项目存在屋面漏雨和瓦被大风吹翻

的质量问题后，杨衍立即带领相关人

员深入现场，查明问题原因，并向局领

导和相关部门汇报情况，经多次协调

项目设计单位，制定了科学的整改方

案，并要求香山镇政府和监理单位立

即督促施工单位整改，目前该问题已

圆满解决。“感谢杨站长，我们再也不

用为房子担惊受怕了！”柏杨村的群众

都很感谢杨衍。

杨衍告诉记者，今后他将继续发

扬不怕苦不怕难的工作精神，勤勤恳

恳、无私奉献，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

力 量 ，做 好 监 督 工 程 质 量 的 忠 诚 卫

士。 （全媒体记者 郑蕾）

监督工程质量的忠诚卫士
——记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杨衍

杨衍(左一）检查广兴镇便民箱涵修建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