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活动中心面积约
800 平方米，投资 100 余万元。
建设内容包括村两委办公室、
村卫生室、便民服务中心、儿
童之家、农民夜校、图书室、文
化广场和电商展示厅等。

●确定了以雷竹为主打
产业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
目前全村已种植雷竹 1400 余
亩。

●海龙，这个“美丽乡愁
小村”正在发生巨大的蜕变，
绽放出美丽新颜！

●这是海龙村实施美丽
乡村建设带来的可喜变化。
一幅处处呈现出生产发展、
环境优美、村风淳朴的浓墨
山水画卷在海龙大地展开，
处处赏心悦目！

●盛夏时节，走进安居区
常理镇海龙村，宽阔平整的
通村路面、红瓦白墙的村庄、
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一项
项农业项目 紧张实施…… 美丽工程：

修通致富路 发展更迅速

8 月 5 日，海龙村省级示范村美丽乡

村道路建设项目在连日降雨后，迎来了大

好晴天。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挖掘

机、压路机，来回穿梭在施工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

“抓紧好天气赶紧把路铺好，下起雨

来又难得等工期！”魏厚白和卢世平作为

本村人，天天盼着赶快把这条“康庄大道”

迅速修好。

海龙村目前每个社都修通了水泥路，

按理说，出行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自去

年全市乡村振兴大会将海龙村作为乡村

振兴示范村，对道路的要求自然提高了，

原有的 3 米宽的水泥路已不能满足乡村

的发展需要。海龙村乡村道路建设项目

全长 1.78 公里，路宽 5 米，将惠及全村所

有社，预计本月底可全线贯通，道路修好

后，大货车可随便通行，为该村产业发展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村支部书记熊建介绍说，村两委会通

过到各社走访、聊微信、上 QQ 群的方式广

泛了解对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方式的民意

调查和意愿，通过多次召开村两委会成员

会议及社员代表大会一致赞成的方式，最

终确定了海龙村美丽乡村项目采取村民

自建的方式进行建设。通过村民自建的

方式，减少了项目前期繁琐的程序和不必

要的项目成本，让项目能够提早落地实施

建设，让有限项目资金发挥出更大的效

益；同时也让老百姓不用出门在家也能挣

钱，调动了老百姓干事的积极性，为其致

富增收创造了条件。

美丽产业：
雷竹节节高 富民有新路

海龙村全村有耕地 1537 亩，农业人口

1539 名，地理位置优越，紧挨全市农环线，

道路交通便利，被评为区级“四好村”和市

级“四好村”；2018 年入选“美丽宜居市级

试点村”“乡村振兴试点村”。

海龙村列入乡村振兴示范村，去年 8
月村两委会便组织成立了“遂宁市安居区

常理镇海龙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对全村

土地进行整理，纳入 1537 亩土地用于发

展产业，同时开垦荒地 1400 多亩。通过

多方考察，确定了以雷竹为主打产业的特

色产业发展道路，目前全村已种植雷竹

1400 余亩。同时在雷竹地里套种优质大

豆；还在全村发展黄金梨、青花椒、胭脂脆

桃和优秀水稻等；预计今年 9 月实施高标

准农田项目后，该村还将发展稻鱼、稻虾

和稻鳖等产业。

5 社的郭映碧一人在家，身体硬朗的

她常年在村上的产业基地务工，栽竹子、

施肥、除草，一个月下来轻轻松松解决生

活问题，还小有积蓄，她天天看着竹子生

长，笑咪咪地说“我就看到这竹子一节一

节 地 长 ，我 的 收 入 也 一 点 一 点 的 增 加

……”

熊建称，像郭映碧这样，只要有劳动

能力的村民，均可到村上的产业基地务

工，60 元 /天。目前全村有近百人在产业

基地务工，自去年 3 月至今，已经给务工

村民发放工资 40 多万元，人均收入达到

4000 元以上。

美丽阵地：
党群心相映 乡风更淳厚

基础设施越来越好，群众收入越来越

高，海龙村不忘初心狠抓阵地建设。

海龙村以挂钩项目为契机，积极建设

村民文化活动中心。进一步有效解决村

民办事难、村级组织作用发挥难和农村工

作开展难的“三难”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

战斗力和凝聚力，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真

正 成 为 传 播 信 息 之“ 窗 ”、党 员 活 动 之

“家”、联系群众之“桥”，真正让党员干部

群众心心相映，提升乡村民风。

文化活动中心面积约 800 平方米，投

资 100 余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村两委办公

室、村卫生室，便民服务中心、儿童之家、

农民夜校、图书室、文化广场和电商展示

厅等。建成后，广大群众在良好的氛围中

潜移默化受到熏陶，文明素质得到不断提

升，这必将有效提升全村群众的文化娱乐

生活，有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等以后文化中心修好了，广场上，老

人们悠闲地锻炼身体，娃娃些成群结队地
打闹游玩，我们和城里人过的还是一样的
休闲生活……”平时闲着无事在家带孙女
的王秀芳说，有了文化广场，村里的人还
是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天天跳广场舞锻炼
身体，既可减轻一天的疲惫，也可以丰富
业余文化生活。

这些，都是海龙村推进乡村振兴示范
村建设路上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缩影！

环 境 美 起 来 ，口 袋 鼓 起 来 …… 在 海
龙村，美丽乡村建设让农民群众得到美的
享受、过上好的生活。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场攻坚硬仗。现

在，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种雷竹’‘闯

雷区’，要‘夺阵地’‘获胜利’，干部群众要

保持决战状态，击鼓奋进、挂图作战、奋斗

一线，圆满完成攻坚任务，向党组织和广

大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常理镇党委书记

杨锋的承诺掷地有声。在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常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正

以实际行动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

兴新篇章，见证着海龙美丽乡村建设化蛹

成蝶的缤纷过程。 （全媒体记者 黄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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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行动

肖霞调研指导安居区近期教育重点工作

努力推动安居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8 月 7 日，市教体局党组书

记、局长肖霞率队来安居区调研指导近期教育重点工作。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光辉陪同。

肖霞先后来到石洞中学和东禅幼儿园，现场查看了学校

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听取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当前的险情处

置情况汇报。在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与加固设计

方案后，肖霞表示，连日来，随着降水量的增多，防汛工作是

重中之重，各责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立即采取

处置措施，全力预防学校地基下沉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

灾害的发生。

就做好下一阶段教育重点工作，肖霞指出，区教体局要

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城区教育未来发展规划布

局，加快梧桐路小学等重点工程建设，切实有效解决城区学

生入学难问题。城区各学校要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多渠道争

取筹措资金，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要深化综合改革，强化

内涵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要狠抓规范管理，加强干

部、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努力推动教育快

速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引领安居区教育发展再上新台阶、再

出新水平。

区总工会

开展美术书法摄影大赛作品评选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日前，区总工会开展“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建区 15 周年”书法美术摄影大赛作

品评选活动。

活动中，18 名来自省摄协、市美协、市书协、市摄协等单

位的专家，严格按照评选标准，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公开公平

公正筛选，最终评选出书法、摄影、美术一等奖各 2 名、二等

奖各 5 名、三等奖各 10 名，优秀奖各 15 名。 评选活动结束

后，区总工会将在九月、十月举行书法美术摄影展。

据悉，区总工会书法摄影大赛从 6 月份开始，共征集书

法、美术、摄影作品 500 余幅。参赛作品丰富多彩，参赛作者

以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表达了对祖国和安居的热爱与祝

愿，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区市场监管局与非公经济党组织加强结对
共建活动

促使非公企业党组织活动有效开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党总支

办带队局机关党员一行到四川朗润科技有限公司联系支部

结对工作，了解非公经济党组织近期开展活动情况，与其签

订结对共建责任书。

企业党支部负责人表示将高度重视结对共建任务，切实

把企业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积极为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不断提升非公企业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组织带领党员和职工

群众围绕企业发展创先争优，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进模范作

用，促进生产经营。

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下一步将协助企业党组织抓好党

员的教育管理和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并组织机关党员

干部“双报到”等各项志愿服务活动，动员机关党员干部积

极参与结对共建工作，组织机关党员深入企业车间，开展

观摩体验等活动，促使非公企业党组织活动有力、有序、有

效开展。

区农业农村局稳步推进上半年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 近日，记者从区农业农村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区农业农村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四届

八次全会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等重大决策部署，稳步推

进各项工作，并取得不错的工作成效。

据了解，开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深入实施六大攻坚工

程，大力发展五大特色农业，推进乡村振兴试点示范，产权

制度改革有序开展，非洲猪瘟草地贪夜蛾等动植物疫情得到

有效防控，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尤其在脱贫攻坚方面，全力推进产业扶贫和集体经济发

展。全区 82 个贫困村发展 524 红苕、优质柑橘、柠檬、藤椒等

农业主导产业共计 4.3 万亩，较去年主导产业面积增长 0.64
万亩，增幅达 17.5%，2019 年退出的 25 个贫困村主导产业面

积均达到 300 亩以上。整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千亿斤粮食、

农业综合开发、省级新村集中供气等涉农项目 6672.4 万元用

于产业扶贫，向贫困村倾斜，统筹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

设。全区 82 个贫困村 1-6 月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06.2 万元，

成功申报四川省扶贫集体商标标识 10 个，安居农产品基本

做到“产得出、销得掉”。

安居区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向精细化转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今年上半年，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区关于城市管理工作重大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加快建设“全省特色工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

范区、公园城市示范区”的目标，以“绣花”功夫不断推进城

市管理向精细化转变。

据了解，开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可视范围秩序

井然、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市民素质文明有礼”作为 2019 年

综合执法工作新目标，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狠抓执法队

伍建设；持续深化执法体制改革，提升综合执法效能；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促进公园城市建设；精细城市管理水平，改

善城市环境面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引领乡村振兴示范。

下一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

识形态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城管委统筹协调作用，探索

建设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理顺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全面建立

城市网格化管理制度，持续完善物业小区管理制度，全面提

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唐建军 ：男 、汉 族 、安 居 区 步 云 乡

人。2017 年 3 月当选为步云乡筒竹湾村

主任，也是回乡农民工中的一员。在村

干部的岗位上已工作两年，在这期间，他

不断地适应农村工作，在学习与实际工

作中不断提升与完善自我，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1993 年，随着“打工热潮”，年仅 18 岁

的唐建军满怀憧憬和理想，离开故乡，来

到陌生的地方——广东。对于一个刚踏

入工作岗位，没有任何经验的农村娃来

说，能够进入公司工作，学习不锈钢安装

技能，成为一名不锈钢工作从业者，他深

感自己专业技能的欠缺。于是在认真工

作的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饱读书

籍，期间还报读了重庆大学建筑工程学

院，完成了专科知识学习，提高了自己的

技能和文化素质，由于他勤奋学习、踏实

肯干、积极上进，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干出

了骄人的成绩，在同事中也树立了很好

的口碑。

在外打工年头不算短，工资待遇也相

对丰厚，但唐建军始终抱着一颗回馈父

老乡亲的心。他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忘

不了家乡的一草一木。唐建军告诉记

者，当初外出打工是因为经济实在困难，

而在外这么多年也多少有点积蓄，面对

回乡创业的艰难和经济上的风险，他拒

绝了家人的劝说，毅然决然的回到了家

乡。他说，在外干得再好也不如自己的

家好！我能在外面干出色，就能在家乡

干得更出色！

2017 年 3 月，唐建军当选为步云乡筒

竹湾村村主任。为尽快了解情况，进入角

色，他积极开展村情民意走访，走村串户

与农民交谈。上任以来，他走遍了全村每

一个角落，重点走访了村民代表、队长、党

员骨干、种养大户、贫困户、困难户家庭。

除了直接走访农户外，他还利用晚上业余

时间，分片到村民家中召开多次民情恳谈

会，直接倾听群众呼声，宣传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会后，他又及时整理群众反映的

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及建议。

如何带领村民致富，是唐建军一直思

考的问题，针对村情，结合自己务工多年

的经验，唐建军在筒竹湾村 6 社流转土地

130 余亩，发展砂糖橘，充分运用在外务

工多年的资源优势，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贫困户）”方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主要载体，带动周边贫困户加入专业

合作社，紧密结合脱贫攻坚工作，积极探

索创新发展模式，巧用农民专业合作社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成为全乡精准

扶贫产业发展的典型。

“现在，许多村民已熟练掌握了修

剪、施肥等技术，有了独立自主管理果树

的能力，既提高了自身技能，又增加了经

济收入。” 唐建军自豪地说，“下一步，

我们会继续积极探索新的模式，带领更

多乡亲致富。” （全媒体记者 曾晓梅）

今年上半年，安居区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呈现“平稳增

长、稳中有进”的运行态势，为实现全

年目标任务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上半年，全

区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GDP）总 量

65.78 亿元，增长 9.3%，增速居全市第

二。上半年，全区实现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 10.2%，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4.2 个百分点，增速排位全市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上半

年 ，全 区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4439 元，同比增长 9.4%，增速居全市

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6711 元 ，同 比 增 长 10% ，增 速 居 全 市

第二位。图为，安居工业加快生产为

全区经济注入源源动力。

全媒体记者 王超 摄

安居区上半年
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

优秀返乡农民工系列报道

从返乡农民工到致富带头人
——记安居区步云乡筒竹湾村返乡农民工唐建军

常理镇海龙村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建设美丽村庄 描绘幸福画卷

海龙村村民种植雷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