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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梅）7月 21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吉明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资阳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相关
工作。

目前，资阳中心城区公共体育场地基础
设施极为匮乏，资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远低
于全省、全国平均数。市民群众对健身锻炼
的需求日益强烈。为回应群众呼声，加快发
展体育事业，近日，市政府将加快中心城区
公共体育场地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纳上重
要议事日程，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
则，完善群众家门口的健身活动场地设施、
规划建设培养体育人才的体育场地以及承
接专业赛事的奥林匹克中心等体育活动阵
地。

陈吉明指出，公共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
的基本需求和保障，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资阳城区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
口相对聚集，加快公共体育场地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至关重要。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绝不能忽视群众的体育文化需求。各级各
部门必须提高对公共体育事业的重视程度
和投入力度，按照分散和集中相结合、当前
需求和长远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从全民健身
需求和发展竞技体育两个方向出发，不断加
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大力提高公共
体育人均用地面积，切实完善市民健身场
所。要着力解决群众家门口的锻炼场地问
题，相关部门要抓紧调研梳理出城区保留山
体等可供利用的地块，坚持生态环保理念，
按照人口结构、市民需求和体育事业发展需
求，设置健身器材，打造一批群众就近健身
锻炼场地。规划建设一批能够培养体育人
才的体育场馆，力争通过三四年的努力，解
决资阳中心城区的健身锻炼场地设施匮乏
问题。努力引进社会资金建设管理专业体
育场地，发展竞技体育。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家贵，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邹蔚，副市长陈凯出席会议
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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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群众 无愧警徽
——记资阳市“三严三实”优秀党员领导干部毛丽华

本报讯（记者 范秀萍）7 月 21 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萍到我市调
研督导扶贫开发和基层联系点帮扶工
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喜安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

王海萍一行来到联系点乐至县龙
门乡金鼓村，实地调研土地整理及通
村公路建设项目情况，详细了解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产业发展规划情况，并
与村两委、村民代表座谈，拉家常、话
脱贫，征询群众意见建议。村民无不
表达出对脱贫致富的迫切期盼，希望
尽快改善道路、水利、民居等基础条
件，加快发展产业，尽快摘掉贫困村的

“帽子”。王海萍对大家说，省委高度
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我们将和市、县、
乡一道，坚定信心、共同努力，结合金
鼓村实际，找准发展致富路子，切实解
决制约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推
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让每个贫困家
庭得到实惠，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
子。她还勉励当地村民要继续努力、
自力更生，提高致富本领，抓好生产发
展，早日过上更好的生活。

座谈会上，王海萍对资阳市、乐至
县重点工作推进和贯彻落实省委十届
六次全会精神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对
金鼓村扶贫开发工作思路和阶段性成
效给予肯定。王海萍指出，资阳认真
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
济新常态，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民
生各项工作，发展思路清晰，工作重点
明确，发展势头强劲。在贯彻省委十
届六次全会精神方面，资阳、乐至行动
迅速、措施有力，确定目标切合实际，
工作扎实，符合中央、省委的要求，顺
应了广大群众期盼。特别是坚持把依
法治市、依法治县作为重点工作常抓
不懈，为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王海萍强调，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对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全面部

署，资阳市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深入开展精准扶贫，着力抓好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富民产业培育、基
础设施建设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创新
举措，加大马力，全力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切实解决贫困突出问题，坚决完成
脱贫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省高院将继续关
心支持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支持
地方扶贫开发和司法工作，共同推动
资阳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周喜安汇报了资阳有关工作情
况。他说，今年以来，我们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扎实开展“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全面加强领导班子思想
政 治 建 设 ，积 极 实 施“ 三 大 发 展 战
略”，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

民生、防风险，全市呈现出经济较快发
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的良
好局面。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
工作，坚持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安排部署，重点推
进修路、治水、兴产业、改民居以及社
会事业项目建设，推动扶贫开发工作
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增强贯彻省委全
会精神的针对性，市委组织安排市级
领导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在此基
础上，市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
专题传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近期我
们还将召开市委三届十一次全会和全
市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暨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扶贫攻坚等工作。下一步，
我们将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打
赢扶贫开发攻坚战。抓好落实，按照
省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把各
项工作做得更实、做得更细。同时，把
扶贫开发作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实践课堂，进一
步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加强对扶
贫开发工作的组织领导，实现贫困村
驻村帮扶全覆盖，建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推动扶贫开发攻坚各项部署落地
落实。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党 组 成 员 、政
治部主任时小云，市委常委、秘书长
李丹，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俊，省
高院有关处室、市级有关部门以及
乐至县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调研。

王海萍在我市调研督导工作

落实扶贫攻坚任务
让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

周喜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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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近日，市
委组织部、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局、市
投资促进局联合印发《资阳市加强流
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十条措施》，进
一步增强流动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
观念、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

一是健全服务体系。建立四级
工作体系，在村（社区），乡镇（街道），
市、县（市、区）委组织部及依托市、县

（市、区）投资促进分局等驻外机构设
立流动党员服务中心（站），开展流动
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二是扩大
组织覆盖。在流出党员相对集中地，
凡有 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均建立党组
织，不足 3 名的，由各乡镇（街道）党

（工）委报县（市、区）委组织部统筹建
立党组织。三是建立工作台账。每
年由县（市、区）委组织部全面摸清流
动党员工作地点、联系方式等情况，
建立流动党员工作台账和流动党员
信息库。四是规范组织关系。流动
党员均应根据相关规定开具党员组

织关系介绍信、党员证明信，或持有
党员活动证，或及时转移党组织关
系。五是严肃组织生活。严格“三会
一课”制度，扎实开展主题党日、谈心
谈话等活动，认真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和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创新推行网
上组织生活会制度。六是强化日常
联系。建立领导干部联系流动党组
织制度、定期联系流动党员制度、双
重管理制度，加强联系，使流动党员
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七是注重
激励关怀。实施流动党员“暖心工
程”，激励流动党员自觉发挥带头示
范和凝聚群众的作用。八是创新教
育模式。建立联动培训制度，按照

“一方隶属、多方管理”要求，并根据
流动党员需要开展相关教育培训。
九是落实经费保障。流动党组织活
动经费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统筹纳
入市、县（市、区）级财政预算予以保
障。十是加强组织领导。研究制定
具体实施意见和操作办法，加强流动
党员教育管理服务。

我市印发《十条措施》

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教育部网站 21日消息，
为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创业，教
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15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切实做好服务工
作，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通知指出，要及时通知未就业毕业生积极参加
教育部、各地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举办
的各类招聘活动，努力帮助他们尽快落实就业岗
位。各地各高校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鼓
励大学生创业的财政、金融、工商、基地等政策措施，
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帮助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强组织领导，设立大学生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牵头职能部门，保障大学生征
兵工作人员、经费、场地投入，形成武装、就业、学生等
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

此外，各高校要把促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创
业作为下一阶段工作重要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
集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方式持
续向毕业生推送用人信息和相关政策。将有就业意愿
的未就业毕业生信息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使就业服务能够无缝接续。

教育部要求加强服务工作
帮助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今年，是安岳县公安局鸳大派出所所长毛

丽华从警的第 13年个年头。她常年扎根基层，

传送法律柔情，全力保护群众，浇铸起一个闪亮

的警魂。

■ 本报记者 谭阁飞

为民解困 义不容辞
从典型案例看赖账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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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毛丽华刚到鸳大派出所任所长时，当地农村矛盾
纠纷频发，“民转刑”案件或群体性事件常常发生，这让她皱起
眉头，也暗下了决心：要无愧头顶上的警徽，更要对得起共产党
员的称号。

鸳大镇村民陈某因为责任地的划界问题，被邻居打伤住
院。陈某的丈夫王某提着三尺长刀就要去找邻居“说事”。在
刀举过头的关键时刻，毛丽华只身冲上前去，用手死死握住王
某拿刀的手，苦心劝说，化解了纠纷。事后，王某十分感激毛丽
华：“要不是毛警官把我抱住，我肯定已经坐进班房了!”

村民李某给康某修理铲车时，因操作失误不幸身亡。李某
的家人纠集起几十名亲友拿着锄头，康某也找来一群人拿着钢
管……一场斗殴事件一触即发。毛丽华第一个赶到现场，面对
就要失控的场面，她跳到桌子上高声喝道：“住手!我是派出所所
长毛丽华，有事找我说。”大家一怔，慢慢放下手中的器具，毛丽
华抓住时机将双方分开调查取证，开展调解。事后，死者的亲
属感激地说：“如果不是
她，还会有人躺进医院，
甚至关进监狱。”

毛丽华到鸳大派出
所工作的 6 年里，共调解
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300余
起，其中重大疑难 21起。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