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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好“五大阵地”
让村民有“家”的归宿感

5月22日，记者来到书湾村，远远
地看到由原小学改造而来的漂亮的村委
会办公场地。熟悉当时情况的达川区政
务服务中心工作组成员覃泽怀介绍，在
结对帮扶之前，该村没有像样的办公用
房，更别说办公用的电脑、桌椅等工具。
学校由于长年废弃，操场内长满了杂草，
房檐、门窗、墙体均已破烂不堪。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哪一个
人的事，需要上下整体联动。”与书湾村
结上对子后，达川区政务中心选派了3
名政治素质高、责任心强又具有丰富基
层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驻村工作组，中
心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一名业务骨干
担任第一书记，同时确定中心每人至少
结对帮扶5户贫困户。

扶贫工作组着手对办公用房等基础
设施进行全面打造。墙体破烂，全面进
行粉刷；无办公桌椅、打印机，向上争取
资金购买；村民开会无场所，将原教室改
造成会议室，配齐座椅……通过维修整
治，在原学校格局的基础上，建好了办
公、文化、活动三大阵地，下一步将建实
用技术培训教育及老年日照阵地。

扶贫先扶志
党员带头发展特色产业

“全村有党员 50人，贫困党员 8

人。”今年2月，走马上任的第一书记王
玉文在调查了解中发现，全村7个村民
小组中除4个小组零散种植蔬菜销售
外，其他小组村民均以种植传统农作物
为主，养殖业更是小打小闹，不成规模。
处于贫困线上的87个家庭中，或无人
手、或因病等原因，没有任何创收产业。

要脱贫就得有路子、有产业。通过
近一个月时间的调查走访，王玉文发现，
书湾村属典型的丘陵地貌，整体地势较
平，蓄水较方便，且住户较为分散，很适
合搞养殖业。在和村支两委一班人商量
后，决定在产业发展上走好四步棋：一是
发展见效快、周期短的“跑山鸡”养殖，增
强贫困户发展创业的信心；二是发展具
有“造血”功能的猕猴桃种植；三是发展
无公害绿色优质蔬菜产业；四是发展特
色水产垂钓、乡村旅游。

规划出来了，可村民不响应。“为养
跑山鸡，我跑到城里把网子都买回来了，
可没有一户人来领取。”对村民的“不领
情”，王玉文在总结中发现，村民担心将
鸡养在房屋周边，一来怕别人下药，二是
担心没技术，三是怕卖不出去。为此，王
玉文开始逐家逐户地做工作，并鼓励老
贫困党员郝立祥带头饲养，请来专业技
术员讲解养殖知识，联系收购土鸡的餐
馆，使大家吃下了“定心丸”。目前，为全
村购买的8000米鸡网已分发至贫困户
和自愿养殖的非贫困户共120余户，养
殖跑山鸡、鸭、鹅1万余只。

此外，猕猴桃种植和蔬菜基地建设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红心猕猴桃规模现
已有100余亩、育苗5万余株，建成蔬菜
基地150余亩。“近期我们将选派村民到
广元学习猕猴桃种植技术，下半年计划
使每户贫困户栽植1.5亩以上，非贫困
户1亩以上。”王玉文说，到盛产期时，仅
此一项年产值就可达500万余元，脱贫
不是问题。

搞好“后勤”服务
让村民尽心尽力做产业

“王书记，村上能不能给我把房前的
断头路修好啊？出行、弄菜都不方便。”
今年3月，7组的郝仕书找到王玉文“求
情”。郝仕书与郝德东相邻而居，要修通
这条断头路就得经过郝德东家并占用其
家的地。此前，两家虽有商量，但因郝德
东家地被占太多，未能达成协议。一见
郝德东不肯相让，着急上火的郝仕书脱
口而出：“你破坏农业生产。”这顶“大帽
子”使得郝德东心情更加不爽，两家从此
结下矛盾，修路的事情也就一直拖着。

得知情况的王玉文给郝仕书出招，
“你要占别人的地，不说点好话还给别人
扣帽子，这样谁能愿意啊？”自觉理亏的
郝仕书听了王玉文的话，找到郝德东赔
不是，关系自此和解。见双方态度缓和，
王玉文又开始紧锣密鼓地做工作，开座
谈会，把换地的问题解决了。继而，王玉
文又找到相关部门给资金，到5月中旬，
一条长100余米、宽3.5米的连户路修通
了。

“为更好推动精准扶贫工作，我们在
建好‘五大阵地’基础上，还开展了‘五送
’活动。”覃泽怀说，首先是送资金、物资，
如清油、大米、化肥、鸡苗等，帮助贫困家
庭解决好基本生活问题。其次是送技
术、政策，将凡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村民
全部纳入，给予政策上的照顾；对政策可
以解决的问题，积极申报。今年来，先后
争取20余万元修复了7口堰塘，为村民
提水灌溉创造了条件。最后是送信息，
为村民产业发展服好务。

服务好了，村民脱贫的信心足了。
贫困党员郝立祥说，再通过1—2年的努
力，他的跑山鸡养殖将发展至上万只，到
时不仅是脱贫而是致富了。

石梯书湾村：
在精准扶贫中找到“对接点”
书湾，这个坐落于达川区石

梯镇以西6.5公里的小山村，与众
多丘陵地带的山村一样，外出务
工人口多致现有劳动力薄弱，缺
乏创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因病致
贫、劳动力丧失、自身残疾等现象
突出，被列为省级贫困村。

“通过精准识别，核准全村仍
有贫困户87户共计277人，其中
贫困残疾人23人。”从达川区政务
中心下派至该村担任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的王玉文说，通过不断探
索和努力，他们从狠抓基础设施
建设入手，大力推进长、短期及传
统产业，在精准扶贫中找到了脱
贫“对接点”。目前，已有20户贫
困户80人脱离贫困。

□本报记者 李道全 蒲建国
摄影报道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扶贫

郝立祥家的鸡舍

新修好的灌溉堰塘

本报讯 时下，人们持有多张银行
卡是常有的事，卡一多搁置不用或者自
己按报废处理而不去银行注销，那么问
题就来了。“按照规定，持同一银行多张
卡的情况可能会产生相关费用。”5月25
日，记者就废弃银行卡该如何处理等问
题向金融机构咨询时，工行达州分行个
人金融业务部一曾姓业务员如此解释。

那么废置不用的银行卡到底该怎
么处理好呢？达州银监分局办公室一
邱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各银行在
卡的管理上都各有自己的内部规定，但
不管是储蓄卡还是信用卡，只要是废弃
不用的最好到申办银行进行销户。这
是因为，如果持卡人不进行销户或对丢

失的银行卡挂失，银行会自动视为持卡
人仍在使用该卡，特别是持同一银行卡
较多而又绑定了其它消费的情况下，就
会产生相关的费用。此外，对于信用卡
来说不销户会更麻烦。这是因为信用
卡规定了在没达到消费次数的情况下，
要收取相应年费。如果持卡人弃而不
用也不销户，年费会照样收取，时间一
长就会影响到个人征信。持卡人一旦
有不良征信，在以后的贷款等活动中，
麻烦就大了。

对此，工行达州分行信用卡部的余
经理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所持信用卡
用户而言，不销户的情况下会产生逾期
不良记录，使征信受影响。“实际上信用

卡销户很简单，”他说，“（工行信用卡）
消费状态正常的情况下，持卡人只需拨
打95588按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或者到
柜台直接办理。”

就储蓄卡而言，工行达州分行个人
金融业务部曾姓业务员说，按照规定，
一个人持同一银行的卡不超过4张，其
中一张是不收费的，而其他几张则需要
收取相关费用。就算客户所持卡无任
何绑定，也应从自己的信息安全考虑，
前往营业厅及时销户。

另外，对于去世的持卡人而言，因
考虑会牵涉到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继
承人则须持法院判决书或公证机关的
文书前往销户。 （本报记者 李道全）

废弃银行卡别乱丢
可能会影响征信或产生费用

他们篓背疏通机、肩挎疏通线，
走街串巷，风尘仆仆。但凡遇到厨卫
堵塞、下水道不通、化粪池泄露，只需
一个电话，他们就急急赶来，三下五
除二把事情搞定，让人叹服不已。他
们从事的活路比“蓝领”还脏还累，但
却收入不菲，月过万元。他们，就是
被戏称为城市“灰领”的管道疏通工。

“喂，请问是黎师傅吗？我
是��小区��号楼的住户，家里的
厨房管道堵了，麻烦您过来疏通一
下。”接到求助电话后，疏通工黎培华
急忙换上工作服，用背篓背起疏通机
和疏通线，匆匆赶赴现场。

“看，水都溢了一地，肯定是管道
堵塞了。”来到求助的熊女士家，老黎
看到，厨房满是溢出的脏水，并散发
出刺鼻的气味。“不用急，马上给您整
好。”接通电源，开动疏通机，导入疏
通线，不到5分钟，厨房管道就被疏通
了。“疏通一次50元，5分钟都不到。
专业人做专业事，也就他们能赚这个
钱。”熊女士笑道。

“我干这一行11年了，自从有了
专门的疏通机，做活路节省了很多气
力和时间，现在一天接五六起活路不
成问题。”黎培华告诉记者，在达城，疏
通工月入过万的不在少数，常常被戏
称为高薪“灰领”。“‘通不通，三分钟’，
一般的疏通活路几分钟就能搞定。”老
黎讲，如果超过10分钟还不能疏通，
就说明管道中有硬物，需破管取物。

“有一次破管取物，耗费了2个多小时，
收费也从50元涨到了200元。”

“虽然能挣点钱，可各行各业也
都有各自的难处。一句话，赚的都是
辛苦钱。”据黎培华讲，自己一年四季
无休，随时都是待命状态：有时正在
吃饭，客户打来电话，他放下碗筷就
得出发；有时半夜睡得正香，客户打
来电话，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赶紧出
发。

此外，由于疏通工作要经常掏秽
物，特别是疏通卫生间时，即使地面
屎尿横流也要蹲下来掏，很不体面。

“所以，城里出身的人很少有愿意做
这一行的，80%以上的疏通工都是城
郊或刚进城不久的农民。”另外，管道
容易堵塞的小区都比较老，很多住宅
楼没有电梯，“有时要背着四十多斤
重的疏通机爬到十几楼，相当恼火！”

“只需花2000元买一套疏通设
备，就能搞这一行，没有太多的技术
含量。”老黎说道。由于入行门槛低，
目前，疏通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行
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仅达州城区从事疏通业
务的个体户和保洁公司就不下三四
百家，“很大一部分是‘夫妻店’，妻子
负责发小广告、接订单，丈夫扛着疏
通机上门疏通。”据黎培华透露，有一
些疏通工从干个体起步，成立了专业
的疏通保洁公司，雇用其他的个体疏
通工来工作。“规模大点的疏通公司
还采购来大型联合疏通车，除给市民
疏通家用管道外，还瞄上了酒店以及
城建等大型疏通项目。”

疏通工：
城市里的高薪“灰领”
月入过万不是传说

□本报记者 徐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5月24日上午，达川区
民政局对口帮扶村管村镇万祝村举
行了简单的组道硬化启动仪式。

该村属偏远山村，系全区锁定的
142个贫困村之一，全村共有8个村
民小组，1300余名村民。前几年，该
村多方筹资硬化了通村公路，通往各
组的道路虽然路基已经修好，但路面
凹凸不平，一遇下雨就泥泞难行，群
众生产生活十分不便，制约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改善贫困村基础设
施条件，帮助贫困群众更好地发展产
业，实现脱贫奔小康，达川区民政局
下派到该村任第一书记的潘强，将万
祝村组道硬化工作作为重大的民生
工程来抓。他带领村支两委干部向
上争取到专项资金12.5万元，并成功
引进四川茂盛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垫资300余万元，对全村11.47公里
组道实施硬化。

（特约记者 吴山城）

本报讯 为全力推进辖区内市
级重点项目建设，通川区莲花湖管委
会狠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歪风，严
查党员干部在“两违”建设中的违纪
行为，对社区、小组干部在“两违”整
治过程中的不作为、监管不力、失职
等情况做到“零容忍”。

为助力演展基地建设，管委会坚
决拆除“两违”建筑，对3个社区的5
处“两违”建筑400余平方米实施了强
拆，对负有失职责任的多名社区及小
组干部分别进行党纪及停职处理，让
不遵纪守法的人付出了代价，让心存
侥幸的人彻底断了念头。在演展基

地外围实施美化亮化时，一处违章建
设的水上乐园成了“肠梗阻”。管委
会纪委主动作为、提前介入，全力清
障，及时解除违规合同，各级干部连
续奋战五天五夜，召开村民会，测算
土地费等，最终提前5天交付了美化
亮化场地。

去年以来，莲花湖管委会共开展
巡查32次，下发停工通知5份，配合
强拆违法用地、农房违建7起、1050
余平方米，劝导村民自行拆除违建农
房2起、150余平方米；6名对“两违”
建设监管不力、失职的社区、小组干
部受到查处。 （本报记者 孟静）

“两违”整治“零容忍”

莲花湖管委会助推重点工程建设

300余万元硬化贫困村道路

通川区“量体裁衣”
培训残疾人工作者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量体裁
衣”式残疾人服务培训班开班，来自
全区各乡镇办委近百名残疾人工作
者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省、市相关要求部署，对“量体裁
衣”式残疾人服务重点工作、重要要
求进行全面讲解和专题辅导、研讨，
同时注重专业性和可操作性。

培训会上，授课人员通过投影幻
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别就“量
服”平台升级后的操作、怎样做好
残疾人“量服”系统录入工作以及
如何将康复、教育、就业、维权、
扶贫、文体等服务保障项目与“量
服”工作有机结合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培训。

（本报记者 孟静）

黎培华在进行疏通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