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8 日，船山区老

池乡芋禾村 14 组村民李

吉秀正在晾晒刚从地里

收回的稻谷。今年，割

了一辈子稻谷的李吉秀

终于用上了收割机。

“现在地里的东西拉

得回来，路直接修到家

门口。多亏了刘书记和

帮扶干部带我们脱贫。”

李吉秀口中的“刘书记”

就是该村第一书记刘小

丰。

2015 年，刘小丰从船

山区民政局到芋禾村担

任第一书记。4 年多来，

他带领村干部和驻村工

作组将过去产业为“零”

的山村变成了拥有 9 个

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

达 2100 亩 的 产 业 聚 集

村。 2018 年，芋禾村顺

利通过市级验收，退出

贫困村。今年 7 月，刘小

丰被评为省优秀贫困村

“第一书记”。

住下来 管起来

早上 7 点过，刘小丰的车已经行驶在

穿村而过的丁山线上。

“刚来的时候走这条路十分危险，货

车碾起的飞石砸烂挡风玻璃，地面的大坑

弄坏了减震带和底盘。村里的路更难走，

车常常开到田里。来了不到两年，车就坏

了。”说起初到芋禾村的经历，刘小丰笑着

表示有点“狼狈”。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刘小丰马

不停蹄地带着村干部走访了全村 16 个村

民小组 800 多户村民。村委会办公室里一

张折叠床便是他在芋禾村的“家”。

把扶贫对象识别出来，是精准扶贫的

前提和先决条件。走访中，刘小丰发现一

些“贫困户”并不符合条件。9 组村民李树

生便是其中一个。

由于年轻时发生意外，李树生的右手

落下了残疾。但李树生吃苦耐劳，在城里

买了房和车，这显然不符合贫困户的评定

条件。为此，刘小丰主动上门做工作，将

李树生从贫困户的名单中划掉。

虽然退出了贫困户名单，但说起刘小

丰，李树生满是感激。

“ 这 些 年 ，刘 书 记 一 直 帮 我 发 展 产

业。从养鱼到流转土地种槐树，到成立种

植养殖合作社，都是他和村委会干部在帮

我。”在李树生身后，120 余亩槐树苗迎风

摇曳，树下金灿灿的南瓜正等着收获。

在 坚 持 每 户 必 到 、每 户 必 访 的 原 则

下，刘小丰很快摸清了家底。 3、6、9、11
组没有通组道路，14 组的产业路被冲断

……在工作台账中，刘小丰将村里亟待解

决的事项一条条罗列出来，并制定了芋禾

村的脱贫攻坚项目推进表。

补短板 治“心病”

在担任第一书记的几年里，“路”和

“产业”一直是刘小丰的两大“心病”。

贫不贫，看通行。为了争取资金打通

村组道路，刘小丰带领村干部一趟趟跑部

门、找项目。

“我跟着他去了几次，他单独去的次

数就更多了。每次听到哪里有项目可以

争取，他就立马去打听。”村主任王成亮

说。

在刘小丰的积极争取下，芋禾村的基

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几年来，村里新修

道路 14 公里、整治塘堰 13 口，还新建了 2
处提灌站、3 处集中供水站和 5000 米水

渠。

这样的成绩，让曾经对刘小丰不信任

的村委会干部竖起了大拇指。“说实话，做

群众工作他没有我们有经验，但发展经

济、找项目他比我们在行。当初以为他待

不 长 ，但 这 几 年 坚 持 下 来 ，真 的 很 不 容

易。”王成亮说。

路通了，产业相继而来。站在芋禾村

8 组的山坡上，所见之处均是整齐划一的

钢化大棚。这座占地 650 亩的现代化果

园，是村里 2016 年引进的产业。作为村里

流转面积最大的合作社，锦之源种植专业

合作社带动了 30 名贫困户长期就业。

从项目落地的那一刻，刘小丰和村干

部便成了合作社的“服务员”，协调项目土

地流转，帮助解决项目用水、用工问题。

锦之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刚说：

“如果不是他们帮助解决那么多问题，合

作社哪能发展得这么好？”

如今的芋禾村，漫山遍野的柑橘林、

大棚下的葡萄藤、山尖上的桃树李树、现

代化的生猪养殖场……9 个专业合作社，

既有传统的种植业，也有现代种养结合的

循环农业。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为村

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补齐了短板，芋禾村顺利“摘帽”。刘

小丰说：“脱贫工作只有做得让老百姓满

意，我才心安。虽然已经‘摘帽’了，但我

们还要继续通过盘活集体资产、财政资金

量化入股、土地流转管理费等方式增加集

体收入。” （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让老百姓满意我才心安”
——记省优秀贫困村“第一书记”刘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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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招商合作新模式
夯实船山园区建设基础

——区经合局多措并举狠抓“两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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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在成都举行的“2019 年中外

知名企业四川行”遂宁市投资推介会上，

船山区与绿道纵横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

行签约，总投资 20 亿元、规划面积约 1000
亩的遂宁绿色产业城项目落户船山。这

是船山区经合局在 2019 年成功招引的项

目之一。

为扎实推进新形势下的开发建设，区

经合局紧紧围绕“1153”发展战略，上下

形成了“产业为王，招商第一，环境至上”

的一致共识，以摸清成渝地区产业现状，

找 准 产 业 发 展 短 板 ，确 定 主 导 产 业 、主

攻方向为重点，以大企业、大项目为主攻

目标，勇于探索合作新模式，为高歌猛进

建设遂宁高新区船山园区夯实基础，为高

质量做好船山区“一升三建”工作贡献着

力量。

围绕我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聚焦

优势产业，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

策，加快发展机械装备、食品加工及生物

医药及数字信息、绿色环保四大优势制造

业，大力发展文旅康养、现代商贸等现代

服务业，做精都市农业的发展思路，区经

合局将目标放在了招引大型生态工业企

业上，形成了专业队伍集中抓招商、平台

常态化招商、部门重抓招商、全员协同招

商的大招商格局。

据悉，上半年来，区经合局狠抓“两

重”工作，完成报送到位市外资金 19.5 亿

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65%，到位省外资金

17.2 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 66%。在招引

项目上成功与绿岛纵横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签约，同时还成功签约了集旅游、运动、

休闲娱乐、商业于一体的龙凤古镇特色旅

游综合体项目；积极筹备了与浙江金华

市、理县全域合作框架协议及“飞地园区”

合作协议签约……项目的招引成功只是

区经合局工作成效的一个投影，在全区经

合工作中，他们一直在路上，从未停下脚

步。

除了重大项目的招引，区经合局还做

好了高新区船山园区的相关工作：龙凤新

城商住开发营销方面，成功拍出 165 亩土

地，实现土地收入 2.57 亿元；全力推动华

睿晟通 5G 骨干线建设项目、和润集团临

港产业城项目、中信湘雅辅助生殖基地项

目等重大项目；积极推动永河园等涉农区

域对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各项重

点工作的稳步推进，是区经合局在不断探

索中创新思路的成果，也是区经合局勤勉

工作的体现。

在区经合局局长冉茂连看来，区经合

局的重点工作还需要继续狠下功夫。他

表示，区经合局将持续做好各方面的工

作。在招商方面，集合专业部门和专家

团队力量，围绕我区主导产业，摸清产业

在成渝地区的发展现状，找准产业发展

短板，确定我区主导产业的主攻方向，做

到针对目标企业开展精准招商，提高招

商实效，努力实现高新园区成为特色产

业园区和特色产业集聚洼地。同时，还

要大力推动文旅项目运营，探索高新区

船山园区创新招商模式，加快推动中信

湘雅辅助生殖基地项目、宏义宜华集团

圣平岛整体开发项目、生态康养新城项

目等项目的落实落地，打造具有船山特色

的产业城。

（全媒体记者 杨雨）

“对不起哥哥，爸妈就交给你了，从小

到大我老是让你生气，如果还有下辈子我

还愿意当你弟弟，这一世我最对不起爸

妈，他们的养育之恩只有来世再报。”在给

哥哥发了一条“绝笔”短信后，唐烨（化名）

的电话就再也无人接听。

9 月 14 日 12 时 42 分，船山公安分局桂

花派出所接警电话响起，电话那边传来报

警人急促且慌忙的声音：“同志，我是广西

南宁打电话过来的，快救救我兄弟唐烨，他

要轻生，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后就一直不

接任何电话了。”挂断后，一场初秋大雨中

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

12 时 44 分，民警通过“一标三实”查找

并联系了唐烨的家人。了解基本情况后，

桂花派出所所长卢涛立即安排街面巡逻

组在辖区村道上搜寻，并向船山分局联合

指挥部发出协查请求，指挥长吴勇收到派

出所汇报后立即向遂宁市公安局联合指

挥部汇报请求协助。

卢涛介绍说，通过家属了解到，该男子

因长年患病，家中花光了所有积蓄，当日上

午时其与母亲发生了言语冲突，10 时许离

开居住地，出走时所骑电动车车牌为川

J406×××，车体颜色为枣红色，出走方向不

详。

半小时后，船山分局指挥部传来振奋

人心的消息，唐烨可能在桂花镇槽沙村附近

的几个村范围内活动。随即，卢涛通知巡逻

组缩小区域范围寻找，并带领副所长向文、

辅警郭明启以及唐烨父亲赶往该区域。同

时，又向桂花镇党委政府说明情况后请求

辖区内村组干部发动群众协助寻找。

13 时 50 分许，天还下着雨，搜救民警

在桂会路 2KM+50M 弯道处发现一辆红色

电 动 车 停 在 路 边 ，下 车 查 看 ，正 是 川

J406××× ，车旁有条泥泞的小道通向路边

山坡，随即卢涛、向文、郭明启 3 人和随后

赶来的搜寻人员一起上山寻找。

14 时 10 分，搜救民警发现在半山腰处

有一男子在徘徊，唐烨的父亲确认该男子

就是唐烨，该男子发现民警、搜救人员、父

亲后就立即向山上狂奔，在一高的坡坎边

不见了人影。民警仔细搜寻，在坡坎下面

一个水沟边发现了唐烨。然而，唐烨突然

嚎哭起来。

唐烨先用菜刀比在自己脖子上，威胁

大家不要靠近，后来又用菜刀割破了自己

的手腕。民警赶紧跳下坡坎上前制止。

他又用枯枝使劲地戳自己的肚子，用头撞

沟坎边的石头，咬自己的手腕……一直情

绪激动，浑身发抖，随后晕厥了过去。

雨水、泪水、泥水混杂在一起，空气沉

重而又似乎清晰了一些。现场民警以及

村组干部合力将唐烨抬上担架。因天气

恶劣，山路泥泞陡峭，救援人员用了九牛

二虎之力将其抬出坡体，并于下午 2 时 49
分将其抬下山送上救护车。

此次救援行动，派出所、分局联合指

挥部、市局联合指挥部三级联动，快速反

应，及时查找，果断处置，在短短 2 个小时

内将该轻身男子营救成功。事后，唐烨家

人对民警以及村组干部的全力寻找深表

感谢。 （李佳 全媒体记者 梁惠）

“观音湖湿地”“船山龙凤
源”入选四川 100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近日，“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评选活动五大榜单在 2019 第十届 C21 论坛上重

磅揭晓，我区“观音湖湿地”“船山龙凤源”入选四川 100
网红打卡地。

观音湖湿地公园地处船山区，湖泊水面面积约 14.8
平方公里，风景区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群山蜿蜒、湖清

水碧、景色秀美，是旅游、避暑休闲的佳境，是我区的重

点风景区，自然、人文景观十分丰富。两倍于西湖的巨

大“观音湖”和数个河心岛 ,展现出城中有水、水中有城，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西部水都的独特景

观。观音湖湿地公园是城市之湖、遂宁之芯、善美之地、

度假之舟，是以观音文化体验为核心、善文化为引领，以

遂宁城市发展为依托，集城市公共游憩、观音慈善文化

体验、高端养生度假、商务休闲、特色运动体验五大核心

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性、生态化、体验型的综合性湖泊旅

游休闲度假胜地。

而入选的网红打卡地龙凤源，是今年 7 月开始迎

客。它与龙凤古镇景区隔河相望，西临景观大道，环视

渠河，将成为未来遂宁城南片区市民的生活、休闲、娱乐

中心。龙凤源生态公园总占地面积约 10 公顷，投资 1.2
亿元。区别于龙凤古镇，龙凤源生态公园以观音溯源文

化为基因，塑造现代生态文化景观，公园绿地占地面积

达 85%。园内建有求缘亭、明珠楼、祈福阁等特色景观

12 处，每处景观都独具特色、主题鲜明、风格迥异，看点

满满。公园的制高点还设观景台，若游客置身于此，可

一览公园生态停车区、林荫漫步区、生态保育区、观音祈

福区、登高揽胜区、湿地游赏区、静谧禅修区等 8 个不同

功能分区全貌。景区内，还修建有一座名为栖凤楼的汉

唐风格建筑，该楼红瓦白墙，古朴沉稳。塔高约 50 米，

共七层。登塔望远可俯瞰整个龙凤片区、遂宁金桥片

区、南强片区，遥望河东和遂宁主城区。

永兴镇开展校园反暴恐应急
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惠）9 月 19—20 日，永兴派

出所联合船山职中、永兴幼儿园开展了两场校园反暴恐

应急演练。

正式演练前，警校双方进行了深入沟通，共同修订

完善了演练预案，成立了联合指挥、校方防爆、警方处

置、学生工作、后勤保障五个组，对警校联勤联动、处置

和疏散流程、学生心理安抚与疏导、物资保障等做足了

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合理有序的工作安排，在派出所民

警、学校老师及保安人员等多方人员的配合下，成功将

模拟“持刀歹徒”制服，圆满完成此次反暴恐应急演练活

动。

演练结束后，派出所警员还亲自示范，对学校的安

卫力量进行了防卫器械使用、擒拿格斗、应急处置等方

面的细致培训。此次演练，永兴镇所有公、私立中小学

和幼儿园负责人及保卫人员均到场观摩学习。整个过

程紧张、规范、有序，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次演练不仅增强了学校在真实情景下的反恐防

暴意识和心理素质，提升了在校师生们应急逃生、自救、

互救能力，还进一步完善了警校联动应对突发暴恐事件

的处置能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男子发送“绝笔”短信后失联
船山民警冒雨开展生死营救

我区举行退役军人再就业专场招聘会

120 余名退役军人现场签订
就业意向协议

9 月 21 日，由船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四川现

代联合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以“新征程，创辉

煌”为主题的退役军人再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市总工会职

工帮扶中心举行，70 余家区内外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600
多个，为退役军人再就业搭桥铺路。

上午 9 时许，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已围满前来

应聘的退役军人，交流气氛十分热烈。在工作人员引导

下，前来应聘的退役军人与用工企业面对面交流，详细

咨询就业政策、选择填报岗位、洽谈薪资待遇，并递交简

历或参与现场面试。“我在部队工作了 2 年，今年 9 月初

刚退役，这场招聘会给我们退役军人搭建了平台，扩宽

了再就业渠道，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区委、区政府对退役

军人的关心。”成都巡洋船舶管理公司提供的高薪资深

受退役军人的青睐，退役军人周志龙很快与该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协议。同时，现场多家企业表示，退役军人由

于经过部门的锻炼和培养，具有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

好、组织纪律严等优势，有的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深

受用人单位欢迎。

据统计，当天招聘会共有四川美宁食品、四川通信

服务有限公司、敏捷集团、成都巡洋船舶管理、鼎盛国

际、成都全程德邦物流等 70 余家区内外优质企业参加，

携带了包括办公室主任、设计师、人事、管理、内勤、销

售、内保、客服等各行各业 600 余个就业岗位供求职者

选择，岗位呈现多样性，适合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人群。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一些用人单位还在现场为退役军人

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学历提升和创业孵化的就读机会，

前去报名的退役军人十分踊跃。当天，有 800 余名退役

军人及其退役军人家属和社会失业人员参加招聘会，

320 余名退役军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性用工协议，

120 余名退役军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

（全媒体记者 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