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英县
蓬莱镇福保村

曾经：大量田土撂荒，村容村貌杂乱，人心涣散
现在：村美了，路宽了，产业多了，越来越多农民工返乡创业

一个“软弱涣散村”的美丽蜕变
基础建设 村容美了百姓笑了抓

公共厕所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今年，我市把“市城区公厕数量不足，生活

垃圾清运不及时问题”纳入“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件事”。在我市多措施缓解群众“如厕难”的同

时，位于中心商业区的一座公厕却被停止使用。后来，通过市效能办督办，这座公厕于 8月 18日恢

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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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上下荒田荒土较多，到处芦苇丛

生，很容易失火，耕地也遭到破坏。上任

以来，胡玉林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将这

些荒地利用起来，既改善环境、为民谋

利，也解决容易发生火灾的安全问题。

为此，胡玉林一边带领村干部实地了

解撂荒地情况，一边利用以前做生意的

关系与人脉引进产业。“旱片死角村，特

别是 3、7、8 组连堰塘都没有，淘红薯都

没有地方，怎么发展产业？”现实成了“拦

路虎”，但胡玉林没有放弃，他定下“磨针

志”，拿出“愚公精神”，下定决心要改变

福保村现状。

2017 年 3 月，冥思苦想的胡玉林突然

灵机一动，想到可以将村活动阵地前面

中间低四周高的 100 余亩撂荒田打造成

一个山坪塘，发展水产养殖。经过村干

部研究、村民代表会议同意、上级部门评

估批准，胡玉林采取“镇党委政府支持一

点、帮扶单位支持一点、村运行维护费用

利用起来”的方式，于 2018 年建成了“浪

情湖”。

浪情湖的水产养殖采取产联式合作

社模式运营，以村民出地，政府、村集体

出资的方法打造，吸纳村民 125 户，村民

与村集体按 2:8 比例分红。合作社主打

绿色生态养殖理念，今年预计产生 30 余

万元经济效益。“一年仅水产养殖分红就

4000 多元，比以前撂荒好太多了。”8 组村

民谭培辉逢人就夸胡玉林。

水的问题解决后，在外打工的村民

聂朝勇、漆超主动找到胡玉林，表示想

利用一部分荒田发展稻田养虾。“瞌睡

遇到枕头”，胡玉林一边积极为他们协

调土地，一边为他们争取到每亩 100 元

的产业补助。目前，聂朝勇、漆超的稻

田 养 虾 已 发 展 50 余 亩 ，每 亩 实 现 盈利

2000 余元。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利用乡村振兴

政策，以浪情湖为中心开展招商引资，发

展垂钓、特色农产品采摘、烧烤、农作物

种子体验、水上乐园等项目，吸引更多农

民工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福保村人越

来越幸福、福保村越来越振兴！”胡玉林

说。 （全媒体记者 刘佳利）

产业发展 村民腰包鼓了返乡创业多了谋

由于栽培农作物效益不如打工，福保

村的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大量田

土撂荒，到处芦苇丛生，连年失火，安全

隐患较大；加之村干部老龄化严重，村活

动阵地老旧脏乱，没有厕所，甚至连一块

村务党务公开的宣传栏都没有，村民避

之不及。“村容村貌杂乱，人心涣散是当

时最突出的问题。”胡玉林说。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是广泛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的窗口和纽带，事关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竞选成功后，胡玉林做

的第一件事是建设完善村活动阵地。拔

除阵地周围比人还高的芦苇、砌起升旗

台、整修办公场地并完善功能布局、添置

相应办公设施、新建公共厕所……很快，

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文化院坝亮

出来了，昔日无人问津的地方变成了村

民询问大事小情、傍晚跳舞闲话的“打卡

地”。

村活动场所漂亮了，胡玉林履职的

“腰杆”更硬了。

“村里的路太窄，一辆小车和三轮车

错车都要错很久，安全隐患大，孩子们上

学也不方便。”2018 年伊始，胡玉林便向

大英县交运局相关负责人“诉苦”，为村

上争取到了近 5 万元的修错车道资金，修

建了 40 余个错车道，解决了村民出行问

题。

因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

福保村 60 岁以上未婚单身且无安全住房

的老人较多。如何让他们住上好房子、过

上好日子？2018年，胡玉林提出为老人们

修建幸福养老院。经过多方争取资金支

持，今年初，福保村幸福养老院建成。

“养老院水电、电视、床和床垫、厨房

等 啥 子 都 有 ，从 来 没 想 过 能 住 得 这 么

好。”4 组村民胡世合常年借住在亲戚家，

养老院一修好，他便迫不及待地搬了进

来。

群众向 12345致电 26次
反映“方便”不方便

“中心商业区唯一的一座公厕都封

了，周围没有其它公厕，群众‘方便’确实

太不方便。”从今年 2 月开始，12345 政府

服务热线就不断接到群众热线，反映市

城区中心商业区公厕关闭，给群众带来

极大不便。

记者从市热线办了解到，截至 8 月中

旬，12345 共接到 26 个反映这座公厕问题

的热线，虽然 12345 每次都向责任部门进

行了交办，但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

据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公厕的关闭源于镇江寺片区

城市双修工程。 2018 年下半年，工程队

将该公厕所在的路段进行打围建设，并

于今年初开放通行。虽然市民通行无阻

碍，但此段路面一直在进行收尾工作，公

厕旁及房屋顶部均有从地下接出的电

缆，公厕服务外包负责人担心发生安全

事故，便提出暂时关闭公厕。

市效能办现场督办
公厕终于恢复使用

“城市双修是好事，‘修’出了街区高

颜值，更能提升居民幸福感，作为群众，

我们肯定支持。但将唯一公厕关闭这么

久，相关部门是不是考虑得不太周到？”

群众希望相关部门不要顾此失彼，尽快

给予群众方便。

据介绍，在 12345向船山区政府交办此

事期间，船山区环卫所也多次责成服务外

包负责人找到施工方反映市民的诉求，要

求尽早将该路段工程收尾。另外，船山区

环卫所也将此事多次向市环卫局汇报。但

由于此事的久拖不决，市效能办对此事进

行了现场督办，并要求相关部门尽快解决。

在市效能办的督办下，今年 8 月中

旬，施工队对该处电缆进行了处理，公厕

服务外包负责人也立即安排环卫工人对

公 厕 的 环 境 卫 生 进 行 了 打 扫 。 8 月 18
日，这座关闭半年的公厕终于恢复正常

使用。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近 日 ，中 国 葛 洲 坝 路 桥

公司唐家渡电航项目部开展

“送清凉”活动，为一线职工

送去西瓜、绿豆、纯净水、藿

香正气液、菊花等降暑降温

物品。

据 介 绍 ，为 确 保 工 程 进

度 ，面 对 连 日 来 的 高 温 天

气，一线工人们仍然坚守岗

位 战 高 温 、斗 酷 暑 ，抢 抓 工

期。 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 摄

周霖临深入射洪县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整顿工作

对标补齐短板 早日达到整改效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侯跃）8 月 19 日，市委常委、市委政

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深入射洪县，调研指导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

在射洪县文升乡莲花滩村村“两委”会议室，周霖临与当地

党员干部交谈，认真询问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提档升级、转化

提升情况。周霖临要求，乡、村两级要找准农村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形成的原因，明确整改重点，建立问题清单，强化整改措

施，对标补齐短板，早日摘掉“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帽子；村“两

委”要配齐配强班子成员，狠抓党员队伍建设，在农民增收、乡村

振兴等重点工作中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市直帮扶单位要切实做好

帮扶工作，多出主意，多做指导，让农村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强起来、党员干部动起来、发展信心凝聚起来。

在平安街道办事处木孔垭社区，周霖临详细了解社区存在

的主要问题、形成原因和工作打算。他要求，社区要持续做好

做实抓党建、促治理、强服务工作，有效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谭晓政到安居区调研指导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整顿工作

不断增强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佳雯）8 月 19 日，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谭晓政深入联系点安居区步云乡黄盐井

村，就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整顿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今年，黄盐井村两委班子因“组织动员力弱、带领致富能力

不强、在群众中威信不高”等原因，被确定为软弱涣散党组

织。调研中，谭晓政与镇村干部、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座谈交

流，详细询问村集体组织建设、产业发展等相关情况，深入了

解村级党组织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

谭晓政指出，要进一步摸准村情，特别是村里外出务工人

员、孤寡老人和贫困人口基数，耕地面积、产业发展等情况，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要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对道路、塘

堰、小微 水利等项目明确任务时间表，挂图作战、倒排工期，

确保项目按时交付，不断增强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要进一步

加大产业发展，积极引进适宜本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发展庭院

经济，同时促进村民外出务工就业，积极回引成功人士回乡创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要进一步增强班子信心，加大村组干部

培训力度，让村两委班子熟悉相关政策，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

力、创新力、战斗力，争取早日摘掉“软弱涣散”的帽子。

夏天的早晨，大英县蓬莱

镇福保村在清脆的鸟鸣声中

迎来曙光。田间地头，村民早

起而作。村里的标志性建筑

——村民活动中心国旗飘扬，

右边是绿树掩映的村幸福养

老院，前面是碧波荡漾、鱼儿

欢腾的浪情湖……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乡

村，曾经很长时间都是村容杂

乱的软弱涣散村。”近日，福保

村 10组村民李康银告诉记者，

“多亏了胡书记，福保村成了

有福报的村。”

李康银口中的“胡书记”，

正是该村支部书记胡玉林。

2016 年 7 月的某天，正在攀枝

花市做蔬菜、水果批发生意的

胡玉林接到蓬莱镇党政办打

来的电话，动员他参加村级组

织换届竞选。拥有近 20 年党

龄的胡玉林毅然选择回到家

乡。2016年底，胡玉林参加村

支部书记竞选，当场作出承

诺：“优化交通、收拾荒地，5
年内改善村容村貌，让村民的

居住环境越来越舒适。”

因路面进行收尾工程，市城区中心商业区公厕关闭，群众 26次致电 12345反映不方便，在市效能办
的督办下——

“方便之门”关闭半年后终于打开

遂宁行动

（紧接 01 版）截至今年 5 月，全县较年初新增信贷投放 5.23 亿

元，其中：税易贷发放 2000 余万元，工业担保贷款 3000 余万元，

“政融保”发放 900 万元，“政银保”发放 4.5 亿元。同时，组织全

县 10 家优质企业在天府股交中心开展集中挂牌和融资路演工

作，真正让企业迈进资本市场门槛，破解融资难题。

壮规模强实力
“培土施肥”育大树
今年 1 月 16 日，蓬溪县召开了一场 500 余人参加的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大会，表扬了一批优秀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出

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再次释放

出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号。

大会上，四川川中线缆有限公司总经理余鹤鸣说：“县委县

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提振了我们坚定发展的信心。”

作为被表彰企业，余鹤鸣倍感振奋，而且让他有了企业发展壮

大的底气和信心。

近年来，蓬溪县委、县政府在推进民营项目建设、服务民营

企业发展方面打出了政策“组合拳”，先后出台了《蓬溪县加快

推进工业发展二十条政策措施》《蓬溪县工业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十五条》《蓬溪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评价和分类培育扶

持办法》《规模工业企业风险担保基金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

各项举措发力，蓬溪县民营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今年 1-6
月，第一产业新增 105 户，第二产业新增 19 户，第三产业新增

195 户。

优环境提效能
办事群众点赞

“不到半小时就走完了所有流程，为这样的办事效率点

赞。”日前，蓬溪县明月镇回乡创业者刘海建来到县行政审批

局办理家庭农场营业执照。按照工作流程，在现场导办人员

的指导下，刘海建很快就拿到了证照。

这只是蓬溪县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一

个小切面。

近年来，蓬溪大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行“一套材

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最大限度规范审批程序、减少审批

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促进企业快生优生；

积极实施“互联网+”改革，加快全程电子化登记、线下窗口登

记“双轨融合”。

“宁可数据在网上多跑几圈，也不让企业和群众多跑一

轮。”据介绍，下一步，蓬溪县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

审批服务“一窗进出、一网通办”机制，推行“多证合一”“办理

结果邮寄送达”等工作模式，提供最优服务，加快项目落地进

度，助力全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既要星斗满天，也要众星拱月”“既要蚂蚁雄兵，也要大

象跳舞”。一个“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企业生

态正在蓬溪逐渐形成。 (全媒体记者 王令）

民营经济撑起“半壁江山”

（上接 02版）会议审议了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遂宁市 2018 年市级决算的决议 (草案 )，听取了市人大

法制委关于《遂宁市观音湖保护条例 (草案修改稿 )》审议结果

的报告，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关于拟提请市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人事事项，讨论了市七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议程 (草案 )和日程安排。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明、施瑞昶、成斌，市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张向福出席会议。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八次主任会议

10群众最不满意的 件事
专项整治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