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川区审计局在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接

“地气”，着力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

通川区天池村是该局的帮扶村。
该村地势高，耐不住旱，村里计划利用
现有的蓄水池解决，可没有井盖又不卫
生。于是筹劳筹资修井盖，可仍差
5000元的缺口。无奈之下，村民向区
审计局求援。

通川区审计局局长李渊了解情况
后，立即带领班子成员到现场查看，并
随即将局办公经费中节约出来的5000
元钱送到了该村村民手中，帮助村民修
建井盖。于是，村民们自发地在村头树
立了一块写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

恩碑”，以表达对通川区审计局的感激
之情。

汤正书是住在该局综合办公楼顶
楼的安置户，年近70岁，儿女在外地。
一向热情开朗的她最近总是愁眉苦
脸。细心的区审计局纪检组长罗洋儒
发现后，就主动到汤正书家了解情况。
原来她家房屋年久失修，一遇下雨天，
天花板漏雨，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她自
己花钱维修过两次，但始终没能完全解
决问题。

罗洋儒立即将情况反馈给局党
组。局党组立即聘请维修公司，花
11000多元将屋顶翻修一新，并更换了
汤正书家的天花板，从根本上解决了漏
雨的问题。

据悉，该局还以党员“双报到”方式
建立帮扶“信息库”，组织党员干部对特
殊困难群众上门帮扶，累计捐款捐物达
23000余元。

（吴伟 郭明建）

人剪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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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反对“四风” 服务群众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市特检所
真情服务获赠锦旗

渠县政务中心
推行“首席代表”工作制

宣汉县双河镇
人大代表“四访”联系群众

国家统计局达川调查队
提高调查公信力

通川区审计局
群众需要是工作方向

本报讯 近日，恒源水天花园的
业主将一面写有“为民服务、惠及万
家”的锦旗送到达州质监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林手中，以表达对该局特检
所竭力为住户提供优质服务、化解难
题的感激之情。

恒源水天花园 B、C两栋楼于
2006年安装了4台电梯，由于种种原
因，该小区的电梯资料全部遗失，导致
该小区住户不能办理房产等有关手
续，给小区住户带来诸多不便。今年4
月，该小区业主来到特检所，要求帮助

查找相关资料。
由于特检所办公场地已数次搬

迁，要查找近10年前的资料并非易事。
但特检所并未推诿，立即成立专项调
查小组，采取查阅档案、核对信息、咨
询人员等方式，对2003年以来所有的
电梯检验档案进行了仔细查阅。通过
历时一周的调查，共查阅档案4000余
份，询问相关人员10余人次，最终完成
了恒源水天花园B、C两栋楼电梯相关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积极主动指导、
协调该小区业主到相关部门办理、完
善了有关手续。

陈林在接过锦旗后表示，为群众
服务是“特检人”的光荣职责，“特检
人”将加倍努力，为群众做更多的好
事、实事，让群众满意。（陈方 谢静）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渠县政务中心
坚持以“务实、为民、清廉”为目标、简政
放权为主线、高效办事为核心、群众满
意为归属，全面推行进驻部门窗口首席
代表工作制度，切实转变拧权不放、环
节过多、时限过长等工作弊端，破解了

“门难进、人难找、事难办”等工作难题。
该县全面推行的进驻部门窗口首席

代表工作制度，改变了过去由单位副职
领导兼任首席代表的作法，杜绝“两头接

件、体外循环”现象发生；减少了原来审
批签字的步骤，只需首席代表审核签字
即可生效；增强了窗口的服务权限，将行
政审批工作的重心前移到服务窗口，达
到“办事不出中心”的总要求，从而办事
环节少、办事时间少，承诺办结时限也越
来越短，办理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有的还
将承诺件改为即办件，实现当场办结。

另外，窗口首席代表可以根据群众
提出的不同要求，在法定权限内自主行
使相关权力，组织开展上门服务、预约
服务、延时服务、问需服务、关爱服务和
并联审批等多种方式服务，丰富了政务
服务内容。

（本报记者 覃鹏举）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宣汉县双河镇
组织全镇人大代表开展接访、约访、走
访、回访“四访”活动，半年来，先后接待
群众来访38人次，约见群众72人次，
走访农户65户，回访群众13人次。

一是接访，该镇利用人大代表联络
室这个平台，每旬逢9的日子，人大代
表轮流到联络室去接待人民群众的来

信来访，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二是
约访，值班的代表在没有群众来访的情
况下，主动约请在村组有一定威望的群
众代表到联络室来交谈，了解群众当前
所盼望、所关心的问题。三是走访，联
络室根据镇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和老
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到村
组院落、农户家中掌握真实情况，及时
向党委、政府反馈。四是回访，人大代
表根据在接访和约访中收集到的群众
需要答复和转交有关部门办理的事项，
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来访的群众送
达书面回复。 （童军 张健）

本报讯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国家统计局达川调查队紧紧
围绕“三个真”，进一步提高调查工作质
量和国家调查公信力。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真”提升。树
立“两个意识”，深刻理解统计调查工作

的意义。二是在查摆问题上“真”较
劲。深刻认识自身在“四风”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查找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
的问题和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问题，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促进调查事
业的新发展。三是在工作效率上“真”
提高。全队职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放下架子，端正态度，真心听取老百姓
的真话实话，把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真正落到实处。

（王静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本报讯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达川区檀木镇机关党员干
部从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真心为
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把调整产业结
构、促进农民增收落实在行动上。

该镇机关党员干部今年承诺为民
办实事26件，并结合工作预决算制上
墙公示，欢迎群众监督。同时，该镇将
今年定为“推行组道硬化年”，计划硬
化组道 18公里，组道硬化率达到
99%。开展党员干部“一带一，一帮一”

活动，进一步落实好十大民生救助制
度，为群众解决更多的难事、实事，让
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目前，该镇已发展存栏1000头以
上的养猪场2个，存栏2000只以上的
养鸭户3户；建300亩莲藕基地1个、
100亩猕猴桃基地1个。该镇还实施
何家坝100亩大棚西瓜基地建设，预计
年增收30万公斤，增收50万元；实施
500亩核桃基地建设。

今年春耕期间，该镇党委书记张
启友、镇长潘刚带领党员干部和群众
一起，清理渠道7.63公里，维修山坪塘
46口，解决灌面2000余亩，为300多
户村民解决了春耕用水的难题。

（吴浪）

达川区檀木镇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连心卡
为群众帮到“点子上”

“别看这小册子不起眼，但真能给
我们解决难题。”靖安乡伏龙寺村民刘
茂琼高兴地告诉笔者，“有了这张‘连心
卡’，我需要办啥事情，打个电话就能得
到答复和解决，政府为我们老百姓考虑
得真周到。”笔者看到，刘茂琼手中的连
心卡上，乡党政领导、机关干部、村（社
区）干部的姓名、职务、电话一目了然，
扉页上还印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总要求和“入户五四工作法”的
相关内容。

“我们通过发放连心卡、公开晒承
诺、挂牌销号解难题，为广大群众送政

策、送温暖、送信息、送服务，推动了乡
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靖安乡党委
书记唐世顶说出了心里话。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靖安乡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建立了乡党
委、政府班子成员和普通干部职工联系
群众制度，切实为群众帮到了“点子
上”，帮在了“心坎上”。目前，靖安乡共
发放连心卡2589张，收到群众意见和
建议183条，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396
件。

晒承诺
真情服务不含糊

“群众只认干，不认说。干部作出公
开承诺之后，群众就会听其言、观其行，
作出自己的评判。”伏龙寺村党支部书
记扈吉兴告诉笔者，该村全面推行了干
部晒承诺活动，将承诺“晒”在阳光下，
廉洁勤政成为了村干部的自觉行动，效
果也“亮”在了村民心中。每一份承诺书
就像一张张“试卷”，需要承诺人用实际
行动作出回答，然后再接受群众的打

分。
据悉，靖安乡1个社区、8个村的

“两委”干部，紧扣“晒承诺、转作风、促
发展”主题，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和工作
实际，分别从转变作风、提高效能、服务
群众、办理实事等几个方面作出公开承
诺，全乡村（社区）干部公开承诺为民服
务事宜738项，已解决和办理涉及群众
切身利益的事项582项，其余事项正在
办理之中，此举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

解难题
脚踏实地办实事

近日，伏龙寺村特困村民屈济琼来
到乡民政办公室，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
农村低保存折，脸上溢满笑容，并即兴
演唱了一段自编的歌谣:“低保给我油
盐和治病的钱呐，共产党就像我的亲娘

一般……”满屋的人拍手叫好。
今年4月，靖安乡通过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一批困难群众成为了农村低
保政策的受益者。据介绍，该乡在农村
低保人员审核办理过程中，由村（居）民
代表无记名投票，再将低保评议结果进
行公示，严把低保准入审核关，强化低
保运行动态监管，让真正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众及时享受到国家的低保惠民政
策。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乡党委、政府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
要求，进一步理清思路、转变作风，全面
提升了干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发
展的能力和水平。”靖安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黄进深有感触地说。

一件件为民办理的好事实事，一桩
桩疑难问题的销号解决，靖安乡党员干
部风里来、雨里去，换来了老百姓的幸
福生活。 □刘晓勇 陈超 余正军

一桩桩疑难问题销号解决

2013年
7月，40岁的
王超致富后
不忘回报家
乡，在渠县水
口乡汉亭村、
丁字村、团林
村 投 资 1亿

元，注册成立了四川汉亭农业观光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和渠县汉阙经济林木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生态开发为宗
旨，发展集科研、种植、养殖、旅游休闲
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为当地农村经济

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王超曾经当过兵，1995年，从部

队退伍后，王超并未回到家乡，而是
选择了南下打工，在广州市、福建省
等地，他先后开过小饭店、卖过蔬
菜、做过粮油批发。逐渐发展壮大
后，王超进军建筑领域，如今，他有
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初见王超，戴着细边眼镜的他看起
来儒雅谦和。可他却说，自己是一名退
伍军人，身上更多地拥有军人的特性：
不屈不挠、敢拼敢闯。王超的祖祖辈辈
生活在渠县水口乡的一个小山村，每逢

春节回到家乡，王超看见由于年轻人大
都外出打工，家乡的坡地杂草丛生，很
多土地被撂荒，王超十分痛惜，于是便
萌发了回乡投资开发荒山的想法。

乡亲们得知王超放着大城市的好
日子不过，投资上亿元回老家种地，很
多人暗地里都对他指指点点。但王超
没有在意，只是一门心思地“开荒种
地”。

水口乡位于渠县县境北部，距县城
40公里，村民出行都要翻山越岭，落后
的交通让这里的经济发展滞后。“现在
好了，王超出资金，我们出土地，共同开

发这个穷山沟，天天在王超的生态园内
干活，一天可拿80元左右的工资，另外
还和合作社进行利润五五分成，比以前
种地强多了！”汉亭村村民李明华一边
锄草一边告诉记者说。

目前，王超的绿色生态园总面积约
为8000亩，园区内设有服务区、景观
区、种植区、活动区等。还将修建沼气
池，以满足生态园照明、动力等需要；兴
建集餐饮、棋牌、垂钓、休闲、游乐、园林
绿化和乡村情调于一体的多功能休闲
园区。

王超告诉记者，到2016年，园区示
范功能将开始发挥作用，园区农业科技
与生产水平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成为
国内一流的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基地
之一。

□本报记者 胡波

王超：回乡投资“开荒种地”

迎着夏季的晨光，汽车驶上崎岖盘旋
的山路，两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了万源市
曾家乡龙泉村小学。记者见到他时，他正
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
字。他就是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向爷爷”
的向友明。

地处海拔1600多米高寒山区的龙泉
村小，上世纪七十年代既不通路，又不通
电，条件十分艰苦，200多名学生的学校没
有一名正式教师。1977年高中毕业后，向
友明回到家乡的龙泉村小做了一名代课教
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九”的春风吹进
了大巴山。向友明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
遇，下定决心让学校条件得到彻底改变。
平整地基、搬运沙石、砌墙盖房，修建学校，
向友明总是冲在最前面带领大家干。很
快，一座修葺一新的乡村小学矗立在了大
山深处。

2000年，在规范教师队伍时，身为民
办教师、有着23年教龄的向友明被清退。
但向友明毅然选择了留下，重新成为村小
的一名代课教师，并执意把正在读卫校的
女儿“请”了回来，让她考读师范学校，然后
回到龙泉村小，帮助自己实现未能实现的
梦想。

“向老师，你好傻哟，你为啥还坚持做
个穷教书匠！”不知有多少人这样问过向友
明，有的人是关心，但更多的人却是嘲笑。

“名利、金钱，不是我的追求，孩子们可
怜啊！”面对向友明简单而质朴的回答，乡
亲们对他越发敬重了。

伴随着“打工潮”，学校越来越多的留
守儿童也随之出现。辍学的孩子多了，违
纪违规的孩子多了，学生成绩越来越差了
……每当新学期来临时，向友明总会挨家
挨户做学生家长工作，给孩子一个一个地
辅导作业。在向友明的精心呵护下，一个
个“调皮蛋”变成“乖孩子”，“后进生”变成

“双优生”。看着日益进步的孩子，家长们
都说：“把孩子交给向老师，我们放心！”

对于那些困难家庭的孩子，收入微薄
的向友明总是省吃俭用，想着法子尽力帮
助他们。帮学生垫学费、垫保险费、垫药
费，给学生买学习用品、买衣物、买午餐，在
别人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向
友明看来，只要孩子们能安心上学，这一切
都值。

当记者离开龙泉村小时，余晖中，孩子
们朗朗的读书声在静谧的山乡里显得格外
清脆悦耳。

□陈本强 宋乾玉 本报记者 邱霞

山区孩子的“向爷爷”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通川
区相关部门获悉，该区精准扶贫
暨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已全面
展开，全区农业人口318379人，
其中3.4万人被确定为贫困人口，
此3.4万贫困人口同时被确定为
精准扶贫对象。

据悉，此次贫困人口识别以
2013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736
元的省农村扶贫标准为识别标

准；以户为单元，整户识别。以农
户收入为基本依据，综合考虑健
康、教育、住房等情况，通过村民
自治、群众参与、民主评议、逐级
审核和公示公告等方式，按照农
户申请、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
村委会审查公示、乡镇人民政府
审核公示、区级人民政府审定公
告的工作流程进行识别。登记内
容包括家庭基本情况、致贫原因、

帮扶责任人、帮扶计划、帮扶措施
和帮扶成效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旨在找准
农村扶贫对象、分析致贫原因、
摸清帮扶需求，逐村逐户制定帮
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实
现农村扶贫对象“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

（黎传安）

通川区将精准扶贫3.4万人

近年来，大竹县
认真落实工业发展

“30条”举措，从产业
定位、优惠政策、激励
机制、保障措施等方
面着手，加快融入成
渝经济区，并紧紧依
托大竹经济开发区大
力承接产业转移，激
发内生活力，实现错
位发展。今年1至5
月，全县实现招商引
资履约项目45个，到
位资金50.1亿元。图
为6月5日大竹经开
区一企业生产场景。

（本 报 记 者
王晓林 摄）

近日，宣汉县明
月乡大渔池村莲藕
种植户李正耀发现
自家的藕田出现杂
草 严 重 侵 害 的 现
象。在听说市农业
局技术人员要来该
村为村民“田间问
诊”后，李正耀早早
地来到诊治现场。
技术人员为他开出
了“良方”，让李正耀
家的藕田“药到病
除”。 (温四海
本 报 记 者 邱 霞
刘欢 摄)

实现错位发展
大竹加快融入成渝经济区

田间开出“良方”
藕田“药到病除”

近日，在开江县靖安乡竹
溪村新村聚居点旁，快言快语
的村民蒋德友高兴地告诉笔
者：“以前村干部为群众解决了
哪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现在
一公开，我们全都明白了。今年
初，村里按照以前的承诺，为5
组修了700米便民路，现在老
人小孩走路安逸得很。”

走进 巴山田园
主办：达州市农业局 达州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