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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总工会组织开展
了全区城市困难职工帮扶档案动态管理培
训会。

本次培训，旨在加强和规范困难职工建
档、帮扶和管理工作，实现城市困难职工的
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标准化管理。

会上，通川区总工会惠民帮扶窗口负责
人就城市困难职工帮扶档案动态管理工作
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了说明。

（见习记者 刘岸）

本报讯 近日，大竹县人民法院会同县
检察院、县森林公安局、双溪乡政府，利用流
动车载法庭开展巡回审判活动，将涉及自然
资源保护的刑事案件庭审现场搬到案发地
双溪乡，对一起盗伐林木案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当庭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10个月，
并处罚金2000元，责令其补种杉树苗370
株。

此次巡回审判，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群众
的法律意识，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震慑一方”的社会效果。 （李红兵）

“村里的小河沟把全组农田分成了两半，
希望新修一座便民桥，打通机械耕种通道。”6
月29日，渠县青丝乡鸦湾村村民院坝会上，3
组村民的这一桩“苦恼事”受到了乡村两级关
注。会后，乡党委书记严飞率队风尘仆仆赶
赴现场，实地查看、测量，收集数据资料。“群
众的急难忧盼就是最大的民生。”严飞当即表
态，尽快将便民桥纳入规划实施。

近年来，青丝乡党员干部不忘为民初心，
强化担当、真抓实干，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受
到当地群众广泛赞誉。乡党委、政府社会满
意度评价由2015年的全县第59位迅速提升
至2017年的全县第5位。

建章立制获支持
青丝乡山多林密，产业发展滞后，群众对

乡党委政府工作满意度一度普遍不高。
3年前，严飞调任青丝乡党委书记。经过

广泛调研后，他决定首先要通过建章立制，改

变部分部门工作人员和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
现象，以此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制度管人。严格岗位管理，推行“双AB
岗”制，即岗位AB岗、职责AB岗。（“岗位”
AB岗，就是便民服务中心为A岗，办公室为
B岗；“职责”AB岗，每项工作职责由2名同志
负责，群众办事随时有人）；严格请销假制，外
出请假必须报备，严格执行“两不请假”（当场
天不请假、值班日不请假）制度。

选用能人。树立“德人治村”“能人治村”
思维，2017年村级党组织换届，将群众意见
大、民主法治意识弱的3个村党支部书记果
断换下，启用信念坚定、为民务实的年青人6
名。

真情化人。对全乡各村组逐一走访，广
泛听取民意，对群众意见大、反映强烈的问题
当场承诺、限时办结。致信村里的乡贤、困难
群众、老党员代表，告知乡发展规划，争取支
持。

机构改革惠民生
“人少事多，权小责大”是乡镇工作的真

实写照。目前青丝乡党政机关在编人数只有
21人，而各类服务事项总计达182项。不少
干部一人挂多个“头衔”，工作效率和质量受
到极大影响。该乡反复研究，统筹重组了“三
办一室”。

通过整合，干部的职责更明晰了，科室统
筹分工、协调配合，有效避免了因“单兵作
战”、推诿扯皮造成工作滞后的情况发生。同
时，该乡还利用办公楼闲置用房，设置“一
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窗口，全乡正科级
干部利用赶场天轮流接访，及时解决群众诉
求。

此外，该乡还把服务能力延伸到村组，创
新建立村干部“三带三听三转”机制，即下村

“三带”：带工作笔记本、带民情记录本、带群
众代办事项；下组“三听”：听组长工作汇报、

听产业业主发展难题汇报、听困难群众诉求；
汇总“三转”：收集的问题转到台账、村上能解
决的问题反馈群众、村上不能解决的转乡上。

今年1至6月，该乡共搜集群众政策咨
询、住房申请等亟待解决的事项152件，目前
已妥善解决127件，办结率达83.5%。

产业发展促脱贫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该乡利用良好的自

然生态，大力发展订单辣椒、高产水稻、肉兔、
土鸭等特色种养业，积极支持和培育种养殖
大户，示范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同时加大
水、电、气、道路等要素保障，夯实脱贫之
基。并以撂荒田复耕为重点，积极探索“托
管农业”，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效益。截至目
前，该乡已平整1600亩撂荒田地并恢复耕
作，仅此一项，就可促进农民增收近50万
元。

去年底，该乡还通过招商引资，在场镇旁
建起了服装加工厂，帮助近百名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为全乡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特约记者 简朝龙

不忘初心 赢得民心

本报讯 近日，万源市13家民营企业来
到该市魏家乡大塝上村、熊家坝村开展“送
爱心、促脱贫”现场捐赠活动，受到当地群众
称赞。

此次爱心捐赠活动，13家民营企业共为
魏家乡大塝上村、熊家坝村捐款12.8万元，
用于两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支两委阵
地建设，同时还为当地贫困户捐赠鸡苗3700
余只。万源市民生医院医护人员还免费为
困难群众开展疾病检查，并为村民免费发放
预防感冒、中暑、消炎等药品。

（蒋德敏 杨柳）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宣汉县继续深化城
乡网格化服务管理改革，扎实推进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向基层延伸，配齐配强了全县570
名村（社区）社会管理员。

据了解，社会管理员主要负责计划生育
政策宣传和信息采集、民生服务事件办理、
流动人口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
理，并做好刑释人员、社区矫正人员、重点青
少年走访服务和治安隐患排查、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红袖标”治安巡逻等，同时协助公
安机关开展治安整治工作。

（于宗满 本报记者 闫军）

宣汉县

配齐配强570名村（社区）社会管理员

万源市

13家民营企业进村献爱心

通川区总工会

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档案动态管理培训

大竹县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保护巡回审判进乡村

按需选拔
突出“孵化”对象精准化

开江县以产业发展、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服
务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为着力
点，精选一批理论知识强、有意愿从事农业产业
创业的大学生及农林畜牧、教科文卫等部门科
技人才，重点“孵化”大学生创客100名、科技创
业人才100名。

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农业生产技能
为重点，在全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产业
规模、文化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中，优选一批实
践经验足的专合社负责人、农业企业负责人、种
养殖大户、退役军人、青壮年农民工等，重点“孵
化”职业经理人100名、新型职业农民2000名；
坚持实际、实用、实效原则，以提高种养技能为
目标，在全县遴选一批种养殖业的一线人员，重
点“孵化”2000名技能型人才。

因材施教
突出“孵化”方式高效化

结合各类人才能力素质现状，分类开设培
训班，采取“教、学、练”相结合的方式，精心
设计教学课程，切实提高培训实效。依托企业

“精英团队”培育项目，先后选派20余名优秀
企业负责人、家庭农场主、专合社负责人到同
济大学等高校脱产学习。用好校地合作、院县
合作等优势资源，先后邀请中央党校、四川省林
科院等院校专家到开江县培训科技人才300余
名。

同时，依托乡土人才扶贫支持计划，借助
县委党校、就业技能培训基地、农民夜校等教
学平台，举办“农技人员能力提升”“产业扶
贫能力建设”等专题培训10期，对农村实用
技术人才、就业困难人员等进行免费技能培训
800余人次。

整合资源
突出“孵化”内容科学化

结合产业发展规划和培育对象文化水平，
开江县编制了政策法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三
类教程。收集汇编了种粮大户补贴、易地扶贫
搬迁等涉农政策9大类，《农村土地承包法》《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法律法规20余项，并明确
各项政策法规的适用范围、办理程序、责任追究
等内容。

立足“稻田+”“果林+”等现代农业发展的
生产技术需求，选编4类30余项含银杏、油橄
榄、麻鸭、白鹅、小龙虾、大闸蟹种养殖技术等在
内的《农村实用技术专用读本》。着力提升拟培
对象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应对市场变化能力，精
心选编了含市场营销、产品包装、品牌策划、仓
储物流等专业知识及案例分析的管理销售类教
材10套。 □郑长会 本报记者 罗天琪

开江拟用3年时间
“孵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4300人

●日前，开江县印发
《实施新型农村实用人才孵
化工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
施方案》，探索“普训+优
选”人才“孵化”模式，实施
农业职业经理人、新型职业
农民、大学生创客、科技创
业人才、新型实用技术人才
等 5类农村实用人才“孵
化”工程，拟用3年时间“孵
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
4300人，为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支撑。

本报讯 近日，申请执行人李某来到大竹
县人民法院，领取了执行案款40万元，并对左
脚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的该案承办法官说：“法
官同志，你腿打着石膏，还在为我的案子劳心劳
力，真是太感谢你了！”

2014年9月8日，周某向李某借款60万
元，经李某催收后一直没有偿还，李某遂向大竹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周某
及其妻子楚某在指定期限内偿还借款及利息。
但周某、楚某仍未在期限内还款。无奈之下，李
某于2017年9月13日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调查发现，此案在诉讼中已对被执
行人房屋进行了查封、保全，但经与申请人李某
沟通得知，其与被执行人系多年好友，且双方已
达成一致，要求暂停执行程序，由双方自行协商。

2018年5月，李某来到该院告知执行法官，
被执行人已偿还借款20万元，剩余40万元仍
未偿还。执行法官得知后，考虑到当事双方有一
定的感情基础，决定先不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
措施，尝试先与其进行沟通协商。5月22日，执
行法官在上班途中不慎跌倒，经医院检查诊断
为左足第5跖骨基底部骨折，医生建议其在家
休养。但执行法官考虑到已与被执行人确定好
了调解时间，为了不耽误案件的执行进度，执行
法官不顾腿上还打着石膏，坐着轮椅前往被执
行人周某家中，对其进行耐心解释和利弊分析
后，被执行人周某同意到法院与申请人李某协
商解决。随后，在执行法官的组织下，双方当事
人来到该院进行协商，被执行人周某当场承诺
一个月之内支付申请人李
某剩余40万元借款，李某
也表示同意，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协议，该案得以圆
满执结。

（王迪）

本报讯 近日，渠县人民法院开展“雷霆行
动”涉金融案件专项集中执行行动，执行干警分
赴达州城区、渠县城区及三汇、临巴等乡镇，打
击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
截至当天下午5时，此次集中执行行动司法拘
留2人，搜查2起，查封房屋6套，评估房产5
处，兑现执行案款2315.25万元，所涉被执行人
全部纳入失信“黑名单”。网易新闻全程直播，
170余万名网友关注，2800余人次进行互动交
流。

据悉，渠县人民法院针对涉金融案件的特
点，与金融机构召开联席会议，对涉金融案件进
行全面梳理，根据有无抵押物分别制定不同的
措施，并积极听取金融机构的反馈意见，共同协
商最优执行方案；运用信用惩戒机制以及媒体
宣传手段，通过信息曝光和冻结、扣划财产，以
及司法拘留、联合信用惩戒等强制措施，保持高
压态势，着力打击规避执行和恶意逃避金融债
务行为；通过集中查封扣押一批、搜查腾退一
批、评估拍卖一批、拘留一批、失信惩戒一批、兑
现案款一批、执行和解一批，大力推进涉金融案
件的执行。

（张建苹 刘勇 本报记者 闫军）

渠县人民法院

兑现执行案款2315万元

以案说法

坐着轮椅追回执行款

执行法官“有点拼”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大竹县加大公益
性岗位开发力度，增加就业扶贫岗位，拓
宽就业渠道，有力助推贫困群众就地就近
就业。目前，该县已开发公益性岗位1085
个。

大竹县人社局针对贫困户就业脱贫实
际，采取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政策，精准设
置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看护、社会治安、协
管、文明劝导、场镇管理、护林绿化、乡镇道
路维护、地质灾害监测等岗位，在全县32个
贫困村每村开发12个公益性岗位，在非贫
困村开发2个公益性岗位，将全县公益性岗

位增加至1085个。公益性岗位每人每月补
贴500元，每人每年购买100元的人身意外
保险，从事公益性岗位的贫困群众每人每年
可获得6000元补助。

在公益性岗位的安排上，该县各乡镇严
格按照标准进行比对筛选，对精准识别确认
的贫困户，按就业困难度，采取个人申请、村
组统一考评申报，乡镇（街道）、村（居）委会
对申请人员申报情况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
议后，乡镇党委审核签字确认再报县就业局
批准。

据了解，今年初，该县已把全年公益性

岗位资金661.85万元，全部统一划拨到乡镇
（街道）财政所账上，经县人社局审核后，按
时按标准划拨到公益性岗位贫困人员账户
上，实施统一打卡管理，确保工资及时发放
到位。

（徐斌 康合兴 本报记者 孟静）

大竹开发公益性岗位1085个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脱贫

近年来，大竹县农林局运用无人机开展巡山护林、林业案件侦破和森林资源监测工作，为林业资源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该县通过运用无人机技术，为重点林区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和防止滥伐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通过航空监测能够准确定位每一株病害松树，准确率达100％。 （魏坤 摄）

大竹运用无人机巡山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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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巡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