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出生在万源市八台乡鸡冠寨
村，从小向往城市生活的我大学毕业
后却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生我养我的
故乡，不是不留恋城市的繁华，而是在
我为之牵挂的家乡还有一份推脱不掉
的责任。

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如愿地考
上了万源市堰塘乡虾叭口村的大学生
村官。拿到任职文件后，怀着满腔热
情迫不及待地奔赴岗位，深入村社院
落了解情况。走访发现，偌大的虾叭
口村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群众种
植玉米、水稻等传统作物，经济来源主
要靠外出务工，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

元，是典型的贫困村。
通过与全村党员及群众深入交

流，我获得了大家的信任，知道了大家
有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的想法。
2013年8月村党支部换届，我意外地
高票当选为虾叭口村党支部书记，成
了“领头羊”。“村官虽小，肩上的担子
却很重”，老党员们的叮嘱让我久久不
能平静，发誓要将山里的“黄土”变成

“金”。
鉴于虾叭口距城万快速通道2公

里、地处国家地质公园“八台山——龙
潭河”腹心地带的交通及区位优势，

（紧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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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业故事

�行走新通川见闻�
加快建设新通川 率先全面达小康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失业人员的
基本生活，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近
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据市政府
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决定从2015
年7月1日起上调全市失业保险金待遇
标准。全市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将按照
市政府确定的月最低工资标准1380
元/月的70%执行，即966元/月。调整
后，每月增加91元，增长10.4%。

根据《失业保险条例》规定，凡按
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
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非
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办理失业
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个人可按相关
规定向缴费所在地就业服务机构申报
享受最高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待遇。
（杨翔 罗清云 本报记者 李道全）

全市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每月增91元

誓让“黄土”变成“金”

张永春在田间指导大白菜种植技术

抢抓契机巧布局
近日，通川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

个招商引资项目、投资金额达40亿元
的复兴“十里水街”城市文化旅游产业
项目签约并决定在国庆前开工，这将
成为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建设工作中
的重要一笔。

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是近两年在
通川乃至达州越来越火的一组名词，
其得名来源于通川的发展定位和战略
布局。

2014年年初，通川区四届三次党
代会便提出了“加快建设新通川、率先
全面达小康”的总体奋斗目标，确立了

“服务大市、借力发展，多点多极、突围
发展，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工作取
向，部署了“双核双带六区”发展战
略。在此发展思路指引下，通川区成
立了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建设指挥
部，着力抢抓达州建设百万人口特大
城市契机，充分发挥地处中心城区优
势，积极打造面向川东，覆盖秦巴，集

交易、仓储、展示、物流、电子、研发、配
送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大型商贸物流新
区。

应运而生的复兴现代商贸物流
区，肩负着“双核双带六区”的引领重
任，在全区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非
同一般。园区地处通川区复兴镇境
内，核心区面积约5平方公里，与中心
城区仅5公里之距，210国道、环城
路、巴彭路纵贯全境，交通方便快捷，
煤炭、钢材、水泥、仓储、物流等产业交
易活跃，历来是该区的商埠重镇，是实
现“建设川渝鄂陕结合部区域中心城
市、川东北经济区核心增长极”两大战
略定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循环经济纽
带。

看着每月蒸蒸日上的销售业绩，
贺安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一年
前，经营装修陶瓷的他，入驻复兴现代
商贸物流区福森国际建材家居博览
城，“由于博览城交通便利，加之规模
化效应凸显，入驻后销售业绩持续向
好，今年7月份销售额达到了150余

万元，是入驻前的好几倍。”他高兴地
告诉记者：“复兴正在建现代商贸物流
区，发展形势很好，我对项目前景充满
信心！”

“自去年7月正式开工以来，已完
成项目投资4.7亿元。现正进行‘三
通一平’基础建设作业，估计年底即可
进行主体建设施工。”复兴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项目负责人王静也颇为兴奋地
告诉记者。该项目占地600余亩，将
建设蔬菜、水果、冷冻食品等十大交易
市场，是融商务交流、电子商务、仓储
配送等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型商贸交易
中心，将成为当之无愧的秦巴农商产
业领跑者。

园区的壮大发展，得益于其独特
的区域优势及合理的产业布局。园区
高标准定位、高起点规划，以环城路、

210国道为主轴线，划定了以农副产
品批发、深加工为重点的孙家坪片区；
以发展医药健康产业、陶瓷家居建材
产业为主的沈家坝片区；以配套发展
煤炭、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物流企业
为主的陈家沟片区；以发展电子产品、
汽摩配件物流基地为主的罗家坝至板
桥片区。合理的产业布局，使园区的
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凸显，吸引着众多
商家的眼球。

2015年5月，全省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评审工作在成都举行，通川区复
兴现代商贸物流区经市级相关部门的
推荐，在省商务厅、财政厅、发改委及
专家组的严格评审下，在全省24个商
贸物流园区中脱颖而出，命中“省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称号。

（下转第二版）

开启川东北现代商贸崭新航程
——通川区复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建设走笔

2015年7月，宣汉县樊哙镇党
委、政府处置前河天然气公司违法
建设行为不力被“一案双查”，直接
责任人水田村党支部书记李传兵被
免职，村主任刘传洪、村委会委员
（文书）吴伟昌被依法罢免，国土所
负责人于延寿、住建所负责人韦喻
分别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副镇长瞿波
被依法按程序罢免，落实主体责任不
力的镇党委书记雷刚被停职、镇长钱
光明被依法按程序罢免，落实监督责
任不力的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
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受到双查处理
的责任人共达9人。

“下级惹了祸，上级跑不脱，想当
不得罪人的‘太平官’不得行了。”在宣
汉县，这已成为全县各级干部的共识。

探索：
明确实施对象，界定追责范围

2014年9月30日，达州市出台
了《党风廉政建设“一案双查”实施
办法（试行）》，作为试点之一的宣汉
县随即通过召开会议、编印资料、组
织宣讲、案例警示等方式进行了广
泛宣传。同时，宣汉县在广泛收集意
见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宣汉县党
风廉政建设“一案双查”实施细则
（试行）》，为深入开展“一案双查”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明确了实施主体对象，在什么
情形下可以实施“一案双查”呢？细

则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有证
据证明领导班子及成员未履行或未
正确履行主体责任或监督责任的，
应当启动“一案双查”——违反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的；“四
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
的；本部门（单位）发生腐败窝案、串
案；本部门（单位）一年内先后发生
两起党纪（政纪）撤职以上处分的案
件；本部门（单位）连续两年发生严
重违纪违法的案件；违纪违法金额
50万元以上的案件；个人贪污受贿
金额30万元以上的案件；其他违纪
违法行为严重的案件。

“细则明确了实施对象和范围，
既能做到处分责任人有规可依，又
有效防止了问责范围和问责尺度随
意化和扩大化，确保了实施问责的
科学性。”县纪委负责案管工作的同
志介绍，在这以后，全县各级领导干
部履行“两个责任”更加自觉主动，
措施也更加具体有力。

实践：
坚持问责有度，克服乱打板子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但
启动‘一案双查’实施问责，必须要
准确厘清责任，处理恰当，才能让被
问责人心服口服。”县纪委负责人
说，“宣汉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公
平公正的原则，从案件的性质和影
响综合考量，本着对党员干部负责

的态度，给予被问责人恰当的处理，
从而避免了服从不服气的现象。”

2012年3月至2014年1月期
间，宣汉县卫生局下属单位东乡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工会主席（兼
会计）舒敏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
公款421万余元，该中心原主任刘
自力严重失职渎职被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

在对此案启动“一案双查”倒查
问责时，宣汉县纪委认定挂包联系
该中心的卫生局党组成员、工委主
任王定江和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杨
红未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履行“一岗
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的有关要求，其行为构成失职
错误，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和党内警告处分。“在这起案件中，
县卫生局局长因履职尽责基本到位
并且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因而得以
免于纪律处分，从而有效防止了问
责范围和问责尺度随意化和扩大
化。”

据了解，实施“一案双查”近一
年来，宣汉县已对8起案件21名科
级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迄今
无一人对处理决定有异议。

效应：
坚持举一反三，实施标本兼治

“挨了处分后，自己责任心强
了， （紧转第二版）

“一案双查”逼退“太平官”

本 报讯 近
日，达州市人社局、
市卫生计生委、市
财政局等相关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
提高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中医诊疗项目
和中药支付比例的
通知》，明确了自
2015年10月1日
起，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人员在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发
生的医疗费用中，
符合统筹基金支付
范围的中医诊疗项
目和中药费用，按
城镇医保政策支付
后，再由统筹基金
支付 5%，费用支
付实行“一单式”结
算。换言之，我市
的城镇基本医保参
保人员住院使用中
医药治病将更优
惠、更划算。

此项优惠政策
是达州市扶持中医
药事业发展、推动
中医药强市战略、
创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的
重要举措，将极大
地提高城镇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看
中医、用中药及各

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使用中医药防病
治病的积极性，大力促进我市中医药
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覃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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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台挖掘机宛如钢
铁战士，粗壮的臂膀尽情展现
刚劲的力量；一辆辆载重汽车
背负沉重的土石，浩浩荡荡、
井然有序来回奔跑；一个个施
工者刚毅黝黑的脸颊上，汗水
赶着汗水，浇灌着这片火热的
工地……初秋时节，沿着开拓
进取的足迹，听着高亢激越的
建设乐章，记者走进通川区复
兴现代商贸物流区建设现
场。触目所及，干劲如潮，激
情如火，园区建设迸发出勃勃
生机,一个现代化的商贸物流
基地正在这里日益崛起！

“下级惹了祸，上级跑不脱，想当不得罪人的‘太平官’不得
行了。”在宣汉县，这已成为全县各级干部的共识——

达州十里水街城市综合产业园效果图

本报讯 9月20日下午，市委书
记焦伟侠在广州会见了华南师范大
学（广州）特聘教授、深圳市国华光电
科技公司董事长周国富。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余先河
参加会见。

周国富教授祖籍开江县，是国家
“千人计划”的入选者、光电信息技术
领域的专家，拥有100多项电子纸发
明专利，在欧洲被称为“电子纸之
父”。周国富教授创办的深圳市国华
光电科技公司是以绿色光电材料与
器件为核心产品的创新型高科技企

业。
焦伟侠热情邀请周国富教授回

老家达州讲学，向达州的高校师生、
机关干部传授最先进的科技创新理
念。焦伟侠表示，达州尊重知识产
权，尊重科技人才，欢迎周国富教授
这样的科学家，到达州创业发展。焦
伟侠希望周国富教授将学术研究成
果带到达州，通过创新驱动促进达州
的产业转型，并引荐更多的“千人计
划”入选者到达州考察，推介适合达
州发展的高科技项目。

焦伟侠和周国富还围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提出要搭建好支持创业创新的平
台，形成满足创业者和创新者需求
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和调动企
业、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的创新积
极性。

周国富表示，作为在外工作的达
州人，自己一直非常关注家乡的发
展，愿意用毕生所学支持家乡建设。
将认真分析研究达州的产业发展优
势，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达州
引荐优秀产业项目。

（本报记者 黄江涛）

焦伟侠在粤会见“电子纸之父”周国富

欢迎到达州创业发展

本报讯 截至8月末，我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稳步增长，
突破2000亿元，达到2005.33亿元，全
省排名第五，同比增长16.23%；较年初
新增259.61亿元，位居全省第三，存款
规模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

从部门情况看，住户存款余额
1491.20亿元，比年初增加186.54亿
元，同比多增38.54亿元；非金融企业
存款余额 252.55亿元，比年初增加
41.22亿元，同比多增50.77亿元；广义
政府存款余额238.87亿元，比年初增
加11.46亿元，同比多增12.76亿元；非
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2.47亿元，
比年初增加 20.55亿元，同比多增
20.68亿元。

8月末，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达到884.03亿元，全省排名第八，同比
增长16.96%，较年初新增贷款82.31
亿元，排名全省第七，贷款规模保持稳
定增长趋势。

金融支持达州实体经济力度持续
提升，信贷结构和重点更加突出，大型
企业贷款余额为64.87亿元，较年初新
增0.79亿元，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
269.20亿元，较年初新增33.52亿元，
占全市新增贷款的40.72%，较去年增
加了10.79个百分点。新增贷款前五的
行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制造业
和农、林、牧、渔业。

（张黛薇 袁雯雯）

全市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6.23%

我市在科博会
签约21.5亿元

“长征六号”首飞成功
“一箭多星”创新纪录

今年我市参考
国家司法考试人数再创新高 4版

2版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