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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远雄）7 月 16 日，资阳市宣传系
统 2015年“理论政策进万家”宣讲活动在乐至县
人民医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县卫生系统 200
余名干部职工认真聆听了题为《医务工作与核
心价值观》的宣讲报告。

宣讲会上，宣讲人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案
例分别就医务战线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背

景、现代医学领域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涵、重塑
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
剖析和讲解。

医务工作者们认为报告让人获益颇丰，并
表示今后工作将以“服务好、质量好、医德好、群
众满意”为要求，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有
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理论政策宣讲走进乐至卫生系统

本报讯（陈世胜）今年以
来，雁江区扎实推进领导班子
思想政治建设，努力提升党建
科学化水平。

据悉，雁江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深化思想理论、法纪、警示和
先进典型教育，坚定政治方向；
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为突破，认
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推进正
风肃纪；落实好民主集中制，保
持好先进性纯洁性，锤炼好政治
品质，坚守党性原则，严肃党内
生活；从严监督管理干部，注重
关怀激励干部，选优配强班子队
伍，突出严管厚爱，建强班子队
伍；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
败，坚决做到有案必查、有贪必
肃、有腐必惩；关心群众疾苦，树
立公仆意识、维护群众利益，增

强群众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增
强服务意识、密切党群关系；用
制度把纪律固定下来、落实下
去，加快制度修订完善，加大制
度创新力度，强化制度执行力，
以规范引领党员领导干部言行
举止。

同时，该区还以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为契
机，把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
建设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强化
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
长效机制，努力推动形成良好
政治生态，为建设“四个新雁
江”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
证和组织保证。

雁江扎实推进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 本报记者 曹礼芹

流动人口是计生工
作服务管理的重点和难
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关
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稳定。近年来，我市通过
搭建流动人口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探索“一干三
长、网格化管理”新模式，
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优质
服务。

案情简介

李某，在某公司工程项目中
因工受伤，历经劳动仲裁和一
审、二审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某
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该案
一审诉讼中，某公司称工程已经
承包给其他公司，该公司与李某
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在法院所确
定的举证期限以及诉讼过程中
均未提交工程已经承包给其他
公司的证据。一审法院宣判后
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诉
讼中，某公司提交涉案工程已由
其他公司承包的证据，以证明其
与李某不形成劳动关系。经询
问，某公司对逾期举证不能作出
合理、正当的解释。

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
无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行为，妨
碍了原审法院对案件基本事实
的认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一款的规定，资阳中院采纳了某
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 但决定对
该公司逾期举证妨碍司法的行

为罚款人民币 5万元。

案件评析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一些案
件当事人无视法院指定的举证
期限，在诉讼中随意提交证据，
甚至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怠于提
交证据，到二审诉讼中才隔三差
五举证致二审反复复庭，严重影
响诉讼效率，加重了对方当事人
的诉累，浪费了司法资源。本案
中，某公司在原审法院作出对其
不利的判决之后，才在二审程序
中提交其早已持有的能证明案
件基本事实的承包合同等证据，
该逾期举证行为即对诉讼造成
了诸多负面影响，具有可罚性。
资阳中院开出的首张罚单对该
行为罚款 5 万元，让该公司为其
无故逾期举证的“任性”而买单，
此举对于规范诉讼举证行为、提
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
个案例也提醒广大民事诉讼参
与者：无故逾期举证，可能面临
证据不被采纳或者被处以罚款
的严重后果。只有在法院指定
的举证期限内积极充分举证，才
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

资阳中院开出
逾期举证首张罚单

本报讯（陈园梅 陶俊伶）
近日，安岳县 2015年征兵工作
会议召开，要求强化三种意识，
全力以赴抓好征兵工作，确保
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增强忧患意识，切实认清
做好征兵工作的重要性。各级
各部门和兵役机关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明确自己所担负的职
责任务，切实增强做好征兵工
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爱
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贯
穿和渗透到征兵宣传中，从源
头上激发参军报国的内在动
力。

增强大局意识，各乡镇、有

关部门和兵役机关要秉着对
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紧紧围
绕“确保兵员数量、严把兵员质
量”这一核心，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得力措施，确保征兵工作
顺利进行。

增强责任意识，各乡镇、有
关部门要狠抓组织领导，统筹
兼顾，精心组织，狠抓落实；要
密切协调配合，形成征兵工作
合力；要强化督促检查，坚持

“包干结合，谁检查、谁签字、谁
负责”的征兵工作制度，切实把
责任落实到每项工作、每个人
员，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
作任务。

安岳全力以赴抓好征兵工作

“资阳市十佳美德少年”候选人名单

李佳韵（女） 雁江区马鞍九义校三年级1
班
孙宇欣（女） 雁江区祥符镇柏柳小学五
年级1班
蒋晓玉（女） 雁江区保和中学七年级2班
陈 善（男） 雁江区忠义镇初级中学八年
级1班
胡凤娇（女） 简阳市简城城南九义校六
年级2班
陈鹏达（男） 简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五年
级1班
陈显亿（男） 简阳市贾家镇久隆九义校
七年级2班
陈玉芹（女） 安岳县实验小学六年级1班
江雨柔（女） 乐至县回澜职业中学八年
级2班
陈 磊（男） 乐至县回澜镇土桥九义校七
年级

“资阳市美德少年”候选人名单

（一）爱心美德少年

刘睿泽（男） 雁江八小三年级7班

田润泽（男） 雁江三小三年级2班
赖 林（男） 简阳市石桥中学高 2014 级
11班
李昀鸢（女） 简阳市简城三小六年级5班
陈彦君（女） 安岳县实验小学四年级7班
许超越（男）安岳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4春11班
吕雪琪（女） 乐至县回澜职业中学七年
级2班
倪 瑶（女）乐至县全胜初级中学九年级1班

（二）诚信美德少年

孙毅炜（男） 雁江八小四年级4班
李 煜（男） 雁江五小三年级1班
陈刘蓉雁（女） 雁江一小五年级5班
陈 豪（男） 雁江区老君镇中心小学六
年级2班
余林阳（男） 简阳市石桥小学六年级1班
陈 丹（女） 安岳县通贤镇初级中学初
2015级7班
肖裕琅（男） 安岳中学高2014级1班
胡永平（男） 乐至县盛池乡中心小学校
六年级2班

（三）勤俭美德少年

马 可（男） 雁江八小四年级2班
刘晁麟（男） 雁江七小四年级6班
黄 莉（女） 雁江区中和镇龙潭初中七
年级1班
胡华珍（女） 简阳市简城城西九义校七
年级1班
胡 燕（女） 简阳市草池镇初级中学八
年级4班
邓驰凡（男） 安岳县通贤镇中心小学二
年级2班
徐曼玉（女） 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14
春3班
罗科星（女） 乐至县东山中学八年级 1
班
邓芯怡（女） 乐至县回澜镇吴元鑫小学
三年级1班

（四）孝心美德少年

杨 敏（女） 雁江区中和镇德公希望小
学三年级1班
胡砚秋（女） 简阳市草池镇幸福九义校
三年级1班
曾婉婷（女） 简阳市石桥镇海井九义校
六年级4班
陈 沁（女） 简阳市三岔镇初级中学

2017级4班
吴黔燕（女） 安岳县来凤乡初级中学
2017级1班
冷祯秀（女） 乐至县通旅镇中心小学四
年级
杨翕麟（女） 乐至县城西小学五年级 6
班

（五）自强美德少年

冯春雨（女） 雁江区临江镇老鹰小学五
年级
黄冠杰（男） 雁江区马鞍九义校七年级
1班
彭玥敏（女） 雁江区迎接镇杨柳初级中
学七年级1班
杜宇凡（男） 简阳市五指乡九义校五年
级1班
李 雪（女） 简阳市贾家中学八年级 1
班
李雪莲（女） 简阳市贾家中学高2013级
11班
贺 怀（女） 乐至县蟠龙小学五年级 1
班
苏 丽（女） 乐至县石佛明德小学六年
级1班

市人口计生委

用“心”探索 促公共服务均等化

居住在雁江区雁南社区第三居民
小组的门卫钟大爷是外来流动人口。
今年 4 月，社区一辆新买的摩托车被盗，
失主要求钟大爷赔偿。一筹莫展的钟
大爷没想到，社区负责人和社区民警很
快来到现场，协调并解决了此事，这让
他感觉到非常开心。后来他才知道，这
主要得益于社区“一干三长、网格化管
理”模式。

据了解，该模式以户数为标准，将辖
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
名网格员，并将单元、楼层、家庭都标注
在网格里，用不同颜色区分常住人口和
流动人口，建立起“社区——网格片区
——楼栋”三级组织网格。同时落实“一
干三长”工作职责分工：即社区干部在社
区领导小组总的计划、安排、监督及管理
下实行分片负责；居民小组长负责信息

收集和反馈；妇女组长负责开展计划生
育服务、政策咨询、免费药具发放；居民
小区长、协管员负责本小区居民及流动
人口信息采集。

此模式不仅缩小了工作单位面积，
扩大了社区服务密度，让更多的居民畅
所欲言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形成了和
谐社区建设的合力，有效培育了居民的
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

“一干三长、网格化管理”开心

简阳市养马镇长岭社区，一直坚持在春
节期间针对流动人口开展计划生育“暖冬行
动”和“生殖健康服务检查”活动；在三八妇
女节、端午节等重要节日，对计生困难家庭、
双特家庭、空巢老人以及留守儿童进行走访
慰问；建立流动人口飞信群和QQ群，对流

动人口进行节日问候和政策宣传；联系企
业，为返乡人员再就业提供平台……

如此多的举措让失地农民刘女士很
是感慨：“我时刻感受着贴心服务，生活
在这个社区太幸福了！”

社区负责人介绍，能够提供这么多的服

务，是因为有了集政策咨询、健康检查、证件
办理、亲情服务等为一体的流动人口综合服
务管理平台。同时，社区与公安、卫生、教育
等部门配合，建立和完善了流动人口信息采
集、登记制度，确保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
息真实准确、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贴心

为激励广大未成年人崇尚先进、见
贤思齐，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根据中央、省文明办关于开展美
德少年评选活动的部署，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

工委在全市联合开展了第二届资阳市
“美德少年”评选活动。经过层层推荐、
民主评议和市美德少年评选表扬工作领
导小组评审，李佳韵等 10 人被评为资阳
市十佳“美德少年”候选人，刘睿泽等 40

人被评为资阳市“美德少年”候选人（名
单附后）。

公众对候选人若有不同意见，请于 7
日内，以真实姓名向市美德少年评选表
扬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文明办）反

馈 。 联 系 电 话（028- 26379757），邮 箱
zyswmb@126.com。

资阳市美德少年评选表扬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 7月 20日

“资阳市十佳美德少年”“资阳市美德少年”
候选人公示

2020日至日至 2121日日，，资阳市游泳协会安排会员对今年拟资助的资阳市游泳协会安排会员对今年拟资助的 33名贫困大学新生进行入户走访名贫困大学新生进行入户走访
核实核实，，并将于近日完成对他们的资助并将于近日完成对他们的资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佳音胡佳音 摄于雁江区伍隍镇摄于雁江区伍隍镇

本报讯（实习生 李玉坤 记
者 郭春荣）7 月 21 日，市政协
提案委组织部分市政协委员，
赴雁江区献血屋、市中心血站，
调研无偿献血工作，并收集提
案线索。市政协副主席张建
强、孙军、钟映海，市政协原副
主席谢乃文参加调研。

调研中，委员们详细了解
采供血流程、当前无偿献血工
作面临的形势与困难，针对存
在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张建强指出，我市已 4 次
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但

受传统观念等影响，无偿献血
氛围尚未真正形成，千人口献
血率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希望有关方面进一步做好无偿
献血工作，树典型，加强党员的
示范引领，用先进事例消除群
众担心无偿献血会影响健康的
顾虑；抓平衡，保持各县（市、
区）献血平衡，人口多又献血少
的县要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无
偿献血率；重安全，确保血站工
作不出纰漏；强机制，加强激励
机制建设，激励更多市民加入
无偿献血队伍。

市政协委员
调研无偿献血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建设

77月月 2020 日日,,安岳县举行安岳县举行““践行践行‘‘三严三实三严三实’’，，做知行合一做知行合一、、实干实干
兴安的党员干部兴安的党员干部””主题演讲比赛主题演讲比赛。。1717 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工作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实际，，以饱满的激情以饱满的激情，，表达对表达对““三严三实三严三实””、、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和体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和体
会会。。 陈园梅陈园梅 陶俊伶陶俊伶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上接一版）

认民为亲
无私帮助

2011 年，全国正开展“清
网行动”，得知其中一名“网上
逃犯”康某还是一个十几岁的
孩子，毛丽华彻夜难眠。为了
挽救这个迷途少年，她隔三差
五往康某家中跑，给他的家人
做工作，耐心讲解法律条文。
康某父母深受打动，主动劝康
某回来投案自首。最终，康某
获得了轻判。

鸳鸯村 81 岁老人熊某没

有户口本，常年衣衫褴褛、风餐
露宿。毛丽华自己掏腰包为他
办理身份证、户口本，又跑到镇
民政办为他代办低保等手续，
让老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毛丽华还“认领”了数名留
守儿童，每月从自己微薄的工
资里拿出一部分资助她们上
学。2011 年 7 月，一名“认领”
的留守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
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
找到毛丽华，扑到她怀中，说：

“妈妈，谢谢你”。
13年从警生涯，毛丽华用实

际行动诠释着一名人民警察的职
责，成了老百姓身边“最亲的人”。

心系群众 无愧警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