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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岸）11月6日，2020年全省乡村学校
少年宫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在达州召
开。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张峰出席
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直
机关工委书记洪继诚致辞。

张峰指出，建设使用管理好乡村
学校少年宫，是一项民心工程、民生工
程。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注重为民惠
民，深刻认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
重要意义；要坚持求实务实，辩证看待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取得的成绩；要
注重结合融合，准确把握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的发展定位，持续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不断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
质量水平。

洪继诚在致辞中表示，达州将以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为契机，进一步抓实抓好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建设，广泛开展好“扣好人
生第一颗扣子”、“新时代好少年”学

习宣传等活动，大力推进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校园等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不断夯实基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基础，促进广大未成年人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又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岸）
11月5日下午，2020年度全省“乡村学
校少年宫嘉年华”交流展示活动在达川
区天益广场举行。省委宣传部一级巡
视员张峰、副市长丁应虎出席并观摩展
示活动。

来自成都、德阳、资阳、遂宁、广安、
巴中和达州市内的21所优秀乡村学校
少年宫参加展示活动。展示的项目涵
盖书法、美术、编织、刺绣等 10 多个门
类。

当天，来自成都、德阳、资阳、遂宁、
广安、巴中等地的相关负责人还分别走
进达川区管村镇中心小学、通川区一小
复兴学校，交流学习达州乡村学校少年
宫建设经验。

不断提升乡村学校
少年宫质量水平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11月6日，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政，副市长、市
公安局长高武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何政要求，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
治、顾大局的高度，增强打击治理电诈工
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
要党政担责，坚持和完善综合治理，构建

“党政统一领导、政法机关主打、部门齐
抓共管、群众积极参与”的综治格局。要
责任落实，坚决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管理
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基层治理责任“四
方责任”，切实做到知责明责、履责尽
责。要聚力严打，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快
捕快诉快判一批有震动、有影响的重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掀起新一轮打
击治理高潮。要源头治理，守紧监测关、
守牢源头关、守好化解关、守住兜底关

“四个关口”，努力实现最佳的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高武林要求，宣传要“全”，构筑全
域联动、全面覆盖、全民反诈的防控宣
传体系；治理要“严”，紧紧围绕涉案“两
卡”生态链条，切断开办渠道，阻断输送
渠道，强化惩戒曝光，确保开不了、运不
出、卖不掉；打击要“狠”，以打开路，以
打促治，以打促防，使其不敢开、不敢
收、不敢卖；力量要“强”，坚持以专对
专，以专业打职业，以团队打团伙，从队
伍、技术、机制等各方面共同发力，实现
最强打击。

掀起新一轮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高潮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龚其明）11月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
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成都召开四川
新闻界庆祝第21个中国记者节暨表彰
大会，向新闻战线抗疫先进个人、全省

“好记者讲好故事”、四川新闻奖获奖者
代表，以及全省“十佳记者”“十佳编辑”
颁发荣誉证书。本报记者付勇荣获四
川省 2018——2019 年度全省“十佳记
者”荣誉称号。

据悉，今年 9 月 10 日以来，四川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启动了 2018——
2019 年度四川“十佳记者”“十佳编
辑”评选活动，共收到全省 52 家新闻
单位的推荐报送材料。经省记协组
织的专家评委严格认真评审，评选出

2018——2019 年度四川省“十佳记
者”和“十佳编辑”。

“十佳编辑”有：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方埜、四川广播电视台宋小川、成都传
媒集团吴钦、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刘绍
侠、甘孜日报社马建华、四川党建期刊
集团舒小玲、绵阳晚报社陈朝红、资阳
日报社谢小英、巴中广播电视台秦权
军、乐山日报社尹瑶。

“十佳记者”有：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吴晓玲、四川广播电视台张欣、自贡广
播电视台余灵、德阳日报社王三春、凉
山广播电视台沙勇、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周子阳、达州日报社付勇、雅安市广播
电视台杜宇、广元日报社江涛、攀枝花
日报社周越。

四川新闻界庆祝第21个记者节
本报记者付勇获四川省“十佳记者”荣誉称号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熊廷江 通讯员 郑丰）今年6月1日，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郭号的造血干
细胞被紧急送往武汉，救治一名四岁的
血液病患者。目前，受捐患者成功完成
手术，身体状况良好。

郭号系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小学
教育专业 2018 级 1 班学生，担任班
长，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去年 5
月，达州市红十字会走进该校宣传干
细胞捐献科普知识。郭号了解情况
后，主动填表登记和采集血样，成为
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不久，
郭号接到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库四川省管理中心的来电称，他的

血液与一名四岁血液病男孩初次配
型相合。

今年 5 月 27 日，郭号到四川省人
民医院进行二次配型和体检。经过长
达5天时间的身体调节，郭号顺利实现
造血干细胞采集、捐献，成为全国第
9702 例(四川省第 252 例)造血干细胞
捐献志愿者。

据了解，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救
助血液病患者，配型吻合率极低(1/
400-1/10000)，能够配型成功十分不
易。为此，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
库四川省管理中心特意为达州职院发
来感谢信，对郭号同学的奉献之举、大
爱之举表示赞赏。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成功捐献干细胞

11 月 8 日是第二十一个
中国记者节。6日下午，全市
庆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
暨全市新闻战线颁奖礼活动
在达州宾馆举行，全市新闻
工作者们欢聚一堂，共庆节
日。

活动以展示全市新闻工
作成果的专题片《追光者》开
启帷幕。在抗击疫情的前
线，记录白衣执甲的壮举；在
脱贫攻坚的路上，挖掘脱贫
攻坚的典型；在经济建设的
主战场，见证跨越发展的奇
迹……过去一年里，达州新
闻工作者奔走在达州各地，
积极为达州经济社会贡献媒
体力量。

30 人获得“优秀新闻工
作者”称号并取得荣誉证书，
285 件作品入选 2020 年度

“宣传达州好新闻”。
“实践证明，达州宣传战

线有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队伍，有一支政
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
的队伍。市委、市政府信赖大
家，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活
动中，市委书记包惠对全市宣
传工作表示肯定，向新闻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为优秀
新闻工作者颁奖。

“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打
响，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和
我的同事们多次走进医院，
走进隔离病区，走进一道道
白色城墙，零距离采访了勇
敢的白衣战士，深切感受到
在战疫一线，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谁是‘最可爱的
人’。”在现场，达州日报社记
者罗璇、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童瑶作了饱含深情的演讲，
讲述了她们用笔尖记录时
代、用镜头见证发展、用态度
端正视听、用温度感化人心
的故事。

为庆祝记者节，我市记
者、编辑们在一丝不苟做好

工作的同时,还加班加点排练
了节目。由达川区融媒体中
心选送的歌伴舞《国家》，用
歌声和舞蹈展示了全社会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彰显了浓
浓的家国情怀。达州日报社
的一群年轻记者带着情景剧

《我们来了》走上舞台，用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泼轻
快的舞步、青春靓丽的形象
讲述了他们奋斗的故事。市
广播电视台四位播音员深情
朗读了《来自达州大地的报
道》。在达州新闻战线，一直
活跃着一大群女记者、女编
辑，她们有责任、能吃苦、敢
担当，不让须眉。通川区融
媒体中心编排的小品《记者
姐妹花》，彰显出了新生代记
者积极乐观、敢想敢干的品
质。达州日报社与达州广播
电视台联合表演的大合唱

《巴山青鸟》压轴上演。
致敬记者、表彰先进、文

艺汇演……全市庆祝第二十
一个中国记者节暨全市新闻
战线颁奖礼活动在一片欢声
笑语中走进尾声。

曲终舞罢，生活如常，工
作依旧。刚刚在达州日报社入
职的张璐告诉记者，观看演出，
让她对记者这份工作有了更深
的了解和更多的热爱，“做记者
是我的职业理想，在达州日报
社，我接触到了非常多的优秀
记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
多跟这些前辈交流学习，更好
提升自己，写好每一条新闻。”

相比张璐，获得“优秀新
闻工作者”称号的谭楚甲是
一名从业 10 多年的老记者
了，他表示，优秀新闻工作者
的荣誉既是对之前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今后
自己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将更多精彩的新闻稿带给达
城人民。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江吉

奋进的脚步永不停歇
——全市庆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暨全市新闻战线颁奖礼活动侧记

歌伴舞《国家》。

小品《记者姐妹花》。

合唱《巴山青鸟》。

诗歌朗诵《达州大地的报道》。

情景剧《我们来了》。

本报讯（通讯员 王洪浩 郑永文
李纯友）宣汉县严格按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管理办法”和“扶贫项目操作实
施细则”的要求，在资金分配、项目建
设、资金拨付、监督检查上严格把关、规
范运行，确保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全高
效。

严把资金分配关。把各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全部纳入统筹整合，全县一
个盘子，一个口子，资金由财政筹集，项
目由脱贫办确定，严格按照“资金跟着
项目走”的原则，把专项扶贫资金精准
落实到贫困村，细化到具体项目，杜绝
资金的“跑冒滴漏”和分配不均。

严把项目建设关。对于扶贫项目
建设，按照《政府性投资项目管理办
法》、《扶贫项目操作实施细则》等的相
关规定，严控实施方案编制、公示公告、

项目审批、评审核算、招投标、政府采
购、核查验收等各个项目建设的关键环
节，确保“项目实施与规划、进度与程
序”同步同向。

严把资金拨付关。严格实行专项
扶贫资金专账管理、专款专用、直接支
付。按照“施工方申报、村复核、乡审
核、主管部门审批”的程序，依据工程进
度拨付项目资金。资金拨付实行库款
保障、直接申请、集中支付，切实避免资
金挪用、滞留。

严把监督检查关。充分整合纪监、
审计、财监、扶贫监督检查的力量，形成
检查合力，定期不定期开展扶贫资金拉
网式监督检查。检查覆盖所有项目、所
有资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真正
做到“资金流向哪里、监管就走到哪
里”，让扶贫资金更安全、更高效。

宣汉县严把“四关”确保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全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