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想起来没多大个事，多谢廖书记让
我们去了心结。”廖峰不仅要解决村民生产生
活的外部困难，还要深入了解村民现状，解决
内部矛盾。12月20日，青山村村民游明辉家
杀年猪，邻居张从育主动前去帮忙。但一年
多前，两家人可不是这样。

2019年7月，廖峰在一次走访中发现，张
从育、游明辉两家人多年前因为争议自留地
而不和，且两家至今仍然形同陌路。这时，恰
逢村里“民风直通车”积分量化管理考核方案

正在实施，廖峰准备借此机会帮两家缓和关
系。

当年8月份，正值村里玉米收获期，廖峰
上门帮游、张两家摘玉米，今天这家，明天那
家，没几天就摘完了。当两家玉米全部晾晒
完时，廖峰把二人叫到一起：“远亲不如近邻，
关键时候有人帮衬多好。两家人合在一起，
摆摆龙门阵，活几下就干完了。”

“邻里不和造成恶劣影响，‘民风直通车’
的评比奖励，你们不仅没有，村上还会点名批

评。”廖峰向游、张二人宣贯“民风直通车”具
体管理办法的奖惩措施。一番促膝长谈后，
二人握手言和。随后，廖峰在“民风直通车”
积分量化表上为两家各加5分，后来两家分别
获得了价值500元的超市兑换品奖励。

自廖峰利用“民风直通车”积分量化管理
村民以来，青山村与桥湾村70多户180余位
村民领取了奖励，成功解决了10余起积怨已
久的村民矛盾，引导30余贫困户发展了产业
脱贫致富。

扶持带头人 推动产业发展

有困难就找廖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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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我觉得你家的蘑菇可以扩大种植
规模了，你觉得怎么样？”2020 年 3 月 11 日，
廖峰找到桥湾村村民胡孝章了解他家目前蘑
菇种植情况时说道。胡孝章一阵欣喜，表示自
己正有此意，但苦于自家没技术、配套设施跟
不上，便一直没能实施。

了解到胡孝章的困境后，当天下午，廖峰
就跑到大沙镇农技站去求教相关技术人员。
很快，农技站的技术人员就来到了胡孝章家
的蘑菇种植大棚，做完现场评估后，还给胡孝
章提供了技术指导。

趁热打铁，第二天廖峰就和村支“两委”
协调附近村民租地给胡孝章，同时，还找来人
手帮忙搭建蘑菇种植大棚。为解决好大棚因
电压不稳生产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廖
峰又请来电力专业人员，为大棚拉接了用电
专线。

“多亏了廖书记。”胡孝章说，没想到自家
的蘑菇大棚不到三天就焕然一新。现在，胡
孝章家新建大棚生产的干香菇能卖到 50 元
一斤，干花菇能卖到100元一斤，还带动了周
边12户村民发展蘑菇种植，带动经济产值约
20万元。

桥湾村村民刘国军除了种植蘑菇，还曾
是养猪大户，由于防疫和资金问题不得不放弃
了养猪。廖峰得知这一情况后，帮他“对症下
药”，很快就解决了困扰刘国军的这两个大问
题。

如今，刘国军的猪场存栏 300 余头猪，
2020 年 12 月为满足熏制腊肉供应已出栏
100 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70 余万元，带动
20余户村民脱贫。刘国军不仅因此还清了债
务，他家的养猪场还解决了2019年全村因无
猪可养干玉米过剩的问题。2021年春节前，
刘国军的养猪场预计还能出栏100余头猪。

慢慢地，桥湾村像胡孝章、刘国军这样的
致富带头人多了起来。“我从来不怕村民来找
我，就怕事情办不好，哪天村民不找我，就说
明对我的工作不认可了。”廖峰说。

“这么冷，廖书记也来
啦！赶紧进屋坐！”12月24
日下午，在半山腰上的四川
省万源市大沙镇青山村困
难户安置点，年过八旬的熊
宗明老两口热情地招呼着
廖峰。

“熊爷爷，身体好些
没?”廖峰问。“好多了，多亏
你买的钙片。”熊宗明答
道。廖峰一走进屋见活就
干，看到熊宗明为过冬准备
木柴，二话不说就开始帮着
捆扎，几分钟便把剩下的两
捆木柴堆放整齐了。

廖峰是2019年6月由
达州供电公司派往大沙镇
桥湾村担任驻村书记的，他
还兼顾帮扶桥湾村邻村青
山村属于达州供电公司对
口“脱贫不脱帮”的27户村
民。2020年10月底，桥湾
村119户贫困户均达到脱
贫标准，全村实现脱贫。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廖峰

精准问需 解决村民诉求
□侯晓东 周义

“有困难就找廖书记。”廖峰刚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句话就在
青山村与桥湾村传开了。

“廖书记，你说我该怎么办哦？鱼都死
了。”2019 年 6 月 9 日，廖峰刚走进青山村村
民张立安家里，张立安便焦急地把廖峰拉到
鱼塘边诉苦。原来，张立安家的鱼塘因为气
温过高、鱼苗密度太大，致使鱼苗缺氧，大面
积死亡。

“赶紧把鱼塘做好消毒！鱼苗我去想办
法。”廖峰一边安慰张立安，一边打电话给鱼

种站，联系购买新鱼苗。一周后，廖峰专程开
车到鱼种站把鱼苗拉回来，不仅直接送到了
张立安的鱼塘，还给他细心讲解了科学养鱼
的方法。

“廖书记，听说你是一个办实事的人，我
们组进出的路通行太恼火了，能不能解决
下？”刚驻村一周，廖峰解决张立安家鱼苗问
题的消息不胫而走，桥湾村毛狗坪组83岁的
老党员杨大学拄着拐杖找到了廖峰。

随即，廖峰走了近3公里的泥石路来到毛
狗坪了解实际情况，并当即答应围上来诉苦

的村民：“放心，我一定会帮大家把路给修好
的。”

第二天一早，廖峰到大沙镇政府汇报工
作，向政府表达了村民出行难的实际困难。
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在大沙镇政府的大力配
合下，廖峰又到达州市扶贫移民局、万源市交
通局等多个部门协调申请修路项目与资金。

2020年10月份，毛狗坪组修路项目批下
来了。廖峰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村
民，兑现了他对毛狗坪组69户181名村民的
承诺。

廖峰与张尔建竖立安全警示牌廖峰与张尔建竖立安全警示牌

廖峰走访蘑菇基地廖峰走访蘑菇基地

廖峰帮熊宗明整理木柴廖峰帮熊宗明整理木柴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唐庆）2020年12月31日上午，达州市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山食荟”品牌
发布暨协会成立大会举行。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隆东出席并
致词。副市长王全兴主持会议。

为有效整合全市的农业品牌资源，
快速提升达州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
升达州农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推动达
州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快速迈
进，“巴山食荟”作为新时代农业供给侧
改革和品牌强农的战略抓手应运而生。

熊隆东强调，要抓住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创建的历史机遇，坚持市场导向，主动
适应市场和消费需求，优选特色品种、绿
色有机和具有功能价值的高品质农产
品；坚守质量底线，认真落实“四个最严”
要求，坚持“产”“管”并重；坚定双轮驱
动，以政府在战略定位、产业规划、标准
制定、质量管控、传播推广等方面为主

导，结合企业在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
营、规范化管理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主
体作用，举全市之力打造“巴山食荟”品
牌。

王全兴指出，“巴山食荟”中的“巴
山”代表达州，表明达州农产品产地的
地理位置，体现其绿色、生态、健康的自
然属性；“食荟”音同“实惠”，意在告诉
消费者达州农产品经济实惠、物美价
优，从市场和消费者的角度体现出较强
的认同感。为扎实推广和使用好“巴山
食荟”品牌，由达州市农业农村局主导
成立达州市巴山食荟公用品牌发展协
会，通过协会加强企业行业自律，实现
自我管理，提升“巴山食荟”品牌价值。

会上，参会领导为“巴山食荟”LO-
GO揭幕，并为达州市巴山食荟公用品
牌发展协会会长、副会长单位授牌。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张履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玉华、市政协副
主席张洪波参加会议。

整合农业资源 提升整体实力

我市正式发布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巴山食荟”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魏祯）2020年12月31日上午，我市召
开省政府督导达州市森林防灭火专项
整治情况反馈会。督导组组长、省自然
资源厅机关党委副书记、二级巡视员红
音，通报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并就专
项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王全兴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
言。

省督导检查组在会前用三天时间，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通过走访询问、
实地察看、查阅资料等形式，对我市多
地开展督导检查。

督导组认为，达州市各级党委政
府，对这次专项整治工作高度重视，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在召开专题学习会、
完善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组建综合应
急救援队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希
望达州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树立“预

防为主、防灭结合、以人为本，科学扑
效”的森林防灭火理念；切实加强对森
林防灭火工作的组织领导，理顺工作体
制机制；积极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先进
技术和装备更新，全面提升森林防灭火
科技支撑能力；抓好冬春防火工作，用
实际工作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王全兴表示，督导组反馈的问题，
实事求是、深刻具体、客观存在，给全市
防灭火工作开出了“清单”和“处方”。
下一步，全市将坚决提高政治站位，落
实全省森林草原防火灭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提高
综合防控水平，强化灭火救援能力，以
全面过硬的治理能力，坚决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担
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
责任，为全市各级抓好问题整改作好表
率。

提高综合防控水平 强化灭火救援能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
二0二一年新年贺词
（紧接第一版）我们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
义。我同国际上新老朋友进行了多次
通话，出席了多场“云会议”，谈得最多
的就是和衷共济、团结抗疫。疫情防控
任重道远。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
风雨同舟，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努力
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
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
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

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即将开启。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
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
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
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此时此刻，华灯初上，万家团圆。
新年将至，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根据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1 年元旦节放假统一安排，结
合达州日报实际，达州日报编辑部
决定在元旦节期间，《达州日报》休
刊 2 期（2021 年 1 月 2 日、4 日），
2021年1月5日正常出版。

达州日报编辑部全体同仁恭
祝全市人民元旦节快乐，万事如
意！

达州日报编辑部
2021年1月1日

休刊启事

解决村民矛盾 走进群众心里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序）2020年12月31日，记者从市疾
控中心了解到，春节前，达州可为 9 类
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据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达
州将在春节前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主要针对进口冷冻食品加工、运输及销
售人员，公共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医疗
卫生疾控人员等 9 类高风险人群。目
前，疫苗接种前期准备已基本就绪。

据了解，目前四川省紧急接种使用
的新冠疫苗属于全病毒灭活疫苗，系通
过化学等方法使新冠病毒失去感染性
和复制力，同时保留能引起人体免疫应
答活性而制备成的疫苗。灭活疫苗的
优势是传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式，属于
成熟、可靠、经典的疫苗研发手段。相
对于其他技术路线而言，灭活疫苗研发
平台成熟、生产工艺稳定、质量标准可
控、保护效果良好，且易于规模化生产，

具有国际通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判
标准。达州即将为高风险人群接种的
新冠疫苗需接种两剂，两剂次间隔时间
以疫苗说明书为准，接种部位为上臂三
角肌。一般应使用同一厂家的新冠疫
苗完成全程免疫。

疾控专家提醒，尽管疫苗接种是安
全有效的，但是接种之后，还是需要大
家继续做好个人防护措施，包括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等好习惯。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疫苗保护率能达到
百分之百，因此，打了疫苗之后防护措
施不减，才能更好保障大家安全。

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元旦期间，尽
量不到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行
探亲，家人和亲朋好友聚会尽量减少人
数，若有来自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的亲朋好友，从事冷链物品加工、运输、
销售等工作人员，返乡后应立即向社区
报告，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

9类高风险人群在春节前后可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