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郝萃）2015 年，市质监局
指导全市企业，全面开展能源计量节
能降耗工作，取得显著实效，受到上级
质监部门和企业赞誉。

一是帮助企业制定《计量管理手
册》和《计量管理程序文件》以及节能
降耗管理机制，建立能源计量数据
库。免费提供计量方面的法律、法规
以及节能降耗方面的技术咨询和服务
50余次，为企业奠定节能减耗的坚实
基础。

二是提出 50 余条合理化建议，

帮助企业量身打造节能方案，为企
业检定各类能源计量器具 400 余台
件，帮助其新配备、更换各类计量器
具 108 台件，全面提供节能减耗技术
支持。

三是针对全市重点耗能企业，开
展“计量服务进企业”活动，指导和帮
助年耗 5000 吨标煤以上的企业建立

《企业能源计量工作档案》，指导其开
展锅炉能效测试和锅炉水质化验，引
导企业选用节能型特种设备产品，帮
助企业淘汰低能效锅炉。

市质监局

能源计量节能降耗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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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调研广集思制规划
走基层送温情解难题

2015 年，市委宣传部按照“科学扶
贫、精准扶贫、有效扶贫”的工作要求，

“硬扶贫”和“软扶贫”两手抓，扶贫工作
取得初步成效。

“群众的愿望，就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驻村干部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
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村情调研，对制约飞

凤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进行梳理：道路交
通不便，通组路面没有硬化，载重货车
无法通行，致使全村 300 多亩柠檬鲜果
运输艰难、销售困难；水利设施不足，从
水库取水需要两次提灌，浪费大和费用
高；人力资源匮乏，外出务工农民文化
知识普遍偏低，缺乏专业技能。

通过多次调研、与村民座谈和协
商，集思广益、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飞凤
村有了脱贫良方：加强村组道路建设，
分三年对全村 13个组 20公里组道进行
部分硬化，对 2.4 公里原有通村路进行
拓宽；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对原有 100余
口蓄水池和山坪塘、深水井进行维护管
理和适度新建；逐步培育优势产业，拟
发展核桃种植、水产养殖及畜禽养殖。
同时，通过“造血”模式，逐步启发村民
创业思路。

2015年，市委宣传部多次牵头并组
织市、县相关部门（单位）到飞凤村走基
层送温暖，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为老党员、老干部和贫困党员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怀；开展走基层调研活动，察
看了解该村基本情况、困难矛盾、实际

需求及发展计划，看望慰问残疾贫困
户、留守学生；实地查看村道建设、水利
设施、产业发展等，听取八庙乡扶贫工
作汇报，现场协调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
解决实际困难。

学经验拓视野长见识
思民忧办实事促发展

2015年 12月 3日，安岳县八庙乡飞
凤村、马鞍村的村委干部和村民代表共
10 余人，在驻村干部带领下，来到雁江
区碑记镇柑橘基地、保和镇晏家坝村学
习产业发展经验，不仅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更坚定了发展产业增收致富
的信心。

“沈书记啊，我家柠檬已经完全成
熟，正为销售渠道发愁啊！你可不可以帮
忙想想办法？”驻村第一书记沈浩强立即
开动脑筋，将柠檬销售的信息发到微信朋
友圈，没想到电话、留言和消息不断，大
家纷纷预定，一举售出 4000 多斤柠檬。
目前，他正在积极思考和谋划建立一个
属于飞凤村自己的互联网销售渠道。

按照三年扶贫规划，飞凤村正着手
完善夯实基层党建，定期开展业务培
训，积极争取扶贫项目。目前，市委宣
传部已组织完成两口山坪塘整治项目，
协调村级卫生室、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两
个项目，协调村级文化阵地建设、科技
培训、道路交通等项目资金 32.5 万元，
帮扶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 胡佳音

本报讯（秦文端 记者 孙正
良）日前，安岳县总工会举办了
2015 年第二期电子商务培训暨创
业项目补助金发放仪式。现场向
每名创业者代表发放了 3000元创
业项目补助资金，并邀请雷蒙公
司培训导师作电子商务培训。

创业者曾文国告诉记者，作
为返乡农民工，他 2008 年在岳新
乡承包土地种植柠檬。创业初
期，资金、技术等都严重不足，多
亏县总工会为自己提供了贴息贷
款，并请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帮助
自己渡过了创业初期的难关。现

在他正着手建立网上销售渠道，
融入“互联网+”产业。他说：“这
样的培训对我们这些老农民来
说 很 有 作 用 ，拓 宽 了 我 们 的 视
野。创业项目补助资金等惠民
政策更多的是起一种引导、鼓励
作用，这些都坚定了创业者的创
业信心，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把事
业发展壮大的信心。”

此次共为 83 名下岗职工、返
乡农民工、大学生等创业者发放
了创业项目补助资金，他们的创
业项目涉及种养殖业、家政服务、
生产企业等各个领域。

获得资金支持 接受技能培训

安岳创业者创业信心更足了

本报讯（程杰）“这盆观音莲
青翠欲滴，小巧玲珑，正好放在桌
角的书架上，安逸……”2015年 12
月 31 日一大早，国网资阳供电公
司调控中心继电保护室的员工们
就收到公司工会送来的一份新年礼
物。大伙儿围在一起，欣赏着桌上摆
放的“风格各异”“面容姣好”的多肉
植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高兴得
乐开了花。

据了解，为进一步缓解员工
压力，营造轻松愉悦、绿色健康的
办公环境，公司工会精心购置了
一批适宜办公室摆设的多肉植物
盆栽，由公司领导班子组成的慰
问组走进各职能部门，在时值岁
末的特别日子里，为员工送去冬

日的温暖和新春祝福。为充分做
好个性化服务，公司工会根据每
个部门员工的性别、年龄和性格
特征，请花匠师傅专门配置了不
同品种、寓意各异的盆栽。每个
盆栽上除了标有员工姓名和生
日，还独具匠心地附上一张“星座
卡”。员工们在日常工作中可以
根据星座性格分析，进行自我调
节和心理减压。

“过去的一年我们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里工作顺利、再接再厉！”“祝福大
家元旦快乐，万事顺心！”每到一
处，公司领导都将小小的礼物逐
一送到员工手中，并送上新年暖
暖的祝福。

资阳供电公司

盆栽递到手新年送祝福

本报讯（张运）日前，雁江区举
办了理论武装工作经验交流观摩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及简阳、乐
至、安岳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观摩组
通过看现场、听介绍等方式，详细
了解 2015年雁江区理论武装工作
开展情况、2016年相关工作思路。

据悉，2015 年，雁江区把理论
武装工作作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的重要抓手，按照“五学两讲三活
动三强化”的总体思路扎实推进，
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全区

呈现出学理论、用理论、促发展的
良好氛围。目前，该区已先后邀请
国家级、省委和市委党校等专家教
授开展专题讲座 10 余次；发放理
论书籍 3000 余册，各级党委中心
组成员撰写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
600余篇；组织全区700余名科级领
导干部，开展干部理论暨廉洁从政
党纪法规知识考试；召开各级全会
精神专题宣讲 560余场次，做到了
党员干部教育全覆盖，为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雁江学理论用理论氛围好

本报讯（付丽蓉 记者 朱涛）近日，
简阳市江源镇在该镇九义校举办了一场
丰富多彩的“百姓舞台大家乐”文艺演出。

演出在慷慨激昂的合唱《众人划
桨 开 大 船》中 拉 开 序 幕 ，随 后 ，独 唱

《我的中国心》、《共筑中国梦》接踵而
至；精彩的舞蹈表演《八月桂花遍地
开》、《喜娃娃》等，将活动推向高潮；

充满“文艺范”的乐器独奏《沉思》、
《良宵引》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近年来，江源镇坚持以“展现广大
群众干部良好精神风貌，大力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采取“政府搭
台、百姓唱戏”的方式，多次开展“百姓
舞台大家乐”文艺表演，充分调动群众
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江源镇为群众搭建文艺舞台

飞凤村扶贫帮扶稳步推进

走前头作表率

凝心聚力扶贫攻坚

从中央到地方，新一轮脱贫
攻坚战役已经打响。市委宣

传部作为市级帮扶单位，无论
是部门领导、干部职工，还是驻
村干部，都秉承高度的责任和
使命感，积极帮助安岳县八庙
乡飞凤村贫困群众寻找解决实
际问题的办法，“输血”和“造血”
并举，努力带领该村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上接一版）
据悉，全县现有柠檬基地乡镇

41 个，柠檬专合组织 289 个，柠檬
加工企业 27 个，柠檬出口企业 22
个，柠檬营销企业及大户 100 余
家，柠檬电子商务企业 1500余家，
活跃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柠檬经销
商 4000 余人，安岳柠檬营销网络
遍布全国各地，基本形成“买全国、
卖全国”的格局。

据安岳县柠檬产业局负责人
分析，2015 年，安岳柠檬销售形势
呈现出五大特点：一是市场走势
好、价格平稳。一、二级果的一级
市 场 批 发 价 格 为 每 公 斤 8 元 左
右，零售价格相对稳定。二是国
外需求旺、出口量大。目前，绿峰
公司、宏发果业、鑫柠乐果业及龙
泰达公司等 7 家柠檬鲜销龙头企
业，日出口量平均达到 40 吨，全
县 22 家出口企业日出口量达 500

吨 。 三 是 网 络 销 势 好 、销 售 量
大。以温馨柠檬坊、柠之恋、华柠
等为代表的柠檬电子商务企业，
日均销售量达 5 吨以上。四是贮
藏量大、增值空间大。目前建有
通风库 22万平方米、冷藏库 3万平
方米，总计可贮藏柠檬鲜果 30 万
吨以上。五是加工量大、加工产值
高。仅安德利公司日加工能力可
达 400 吨，每月可加工柠檬 1 万
吨。该公司生产的柠檬油、汁及果
胶不仅内销还出口创汇。目前，安
德利公司生产的柠檬浓缩汁已获
批出口美国，预计将大批量进入
欧美市场。

据悉，在 2015 年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信息发布会上，安岳柠檬以
区域品牌价值 168.07亿元，进入区
域品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
国 50强（排名全国第 22位、四川省
第 3位）。

安岳柠檬大丰收销路畅

（上接一版）

2015年12月21日，笔者来到城
东新区字库山公园二期项目建设现
场，只见挖掘机、装载车来回穿梭，
工人忙碌在宽阔的施工现场……

“我们力争 2016年建成投用，为群
众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项
目施工方工作人员尹娜介绍。

2015 年，雁江区多举措加快
民生工程项目建设，9大类民生工
程、13 件民生大事、6 件民生实事
全面推进，1—10 月，全区财政民
生支出 14 亿元，全力保障了各项
民生工程的实施。

社会事业项目全面推进，38
所农村薄弱学校和 74 所学校食
堂改造有序实施，12 所乡镇卫生
院 、60 个 村 卫 生 室 建 设 全 面 推
进。扶贫攻坚项目强力推进，扎

实推进 14 个乡镇、62 个贫困村的
扶贫开发。1—10 月，在扶贫村
新建通村通组道路 70 余公里、入
户 路 30 余 公 里 ，发 展 产 业 4000
余亩，实施农房改造 2500 余户，
贫困村面貌不断改善。

基础项目稳步实施，1—10 月
实施交通项目 16 个，完成投资
33.5 亿元，其中，321 国道、106 省
道等国省干道大中修工程全面完
成，板永路、资资路等共 80余公里
县道路面改善工程加快推进，新
桥、黄家桥等 5座危桥改造全面完
成，双河大桥拆除重建工程启动
建设，完成乡镇连接公路 20 余公
里、通村通畅路 100余公里。

站在“十三五”的历史新起
点，雁江区谋划重大项目 249 个、
总投资 1385 亿元，编制 2016 年重
点项目 180个、总投资 800亿元，随
着“四个新雁江”建设步伐的不断
加快，雁江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
与活力。 张运

雁江：项目引擎催生发展新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靠党章党规党纪，
靠理想信念宗旨，必须确立高标准，树
立高尚道德追求。将廉政准则修改为
廉洁自律准则，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尤其
是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
识，践行廉洁自律，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的根
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
忠诚。一个有着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
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怎么可
能还会违反纪律、去搞腐败？绝对不
会！反之，党员干部如果理想丧失、信
念动摇，就会精神懈怠、意志消沉，淡化
党的观念、漠视党的纪律，甚至滑向违
纪违法的深渊。党中央提出“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这是相对于在党内法
规中纪法不分、错把法律当底线而言
的。在党的建设中，则要坚持高标准在
前，靠理想信念去引领。只有这样，党

员干部才能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
面前站稳脚跟。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历来都讲德法相依、德治礼序，
家规族规、乡规民约传承着中华文化的
DNA。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规矩”、崇德
重礼的德治思想，也是党规党纪的重要
源头。法治从来离不开德治。依法治
国，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线上；依规
治党，党员也不能全站在纪律的边缘。
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依规治党和以
德治党相统一。以德治党的“德”，就是
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要
以德为先，让崇德重礼和遵规守纪相辅
而行、相得益彰。

党章对党员的思想道德提出了诸
多要求，“廉洁”是其中之一。当前，广
大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作风和廉洁问题

反映最强烈，修订准则就要紧扣“廉洁
自律”主题。新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
化繁为简、突出重点、针对时弊，对党章
中关于廉洁自律要求作了进一步阐发，
使之具体化。准则坚持正面倡导，把原
来的52个“不准”纳入党纪处分条例，变

“不准”为“自觉”，提出行为规范。强调
“四个必须”，重申党的理想信念、根本
宗旨、优良传统作风、高尚道德情操，为
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起努力
践行的高标准，成为我们党发出的道德
宣示和向人民的庄严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要管全党、治全党，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各级党

组织和全体党员。原来的廉政准则适
用对象是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只
覆盖了 80 多万人。修订后的廉洁自律
准则，向全体共产党员提出“四个坚
持”，同时为党员领导干部单设一章，提
出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
齐家四条更高要求。这样既覆盖了
8700万党员，又突出了“关键少数”。

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
和基础；纪律用来纠错，是道德的后盾
和保障。坚持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毫
不动摇，守住纪律底线一寸不让，才能
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民生 全面推进惠群众

认真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

安岳县思贤乡道台村积极推动300亩果树和蔬菜作物混合种植，成效明显，目前柑橘和蔬菜均获丰收。图为农户在收割蔬菜。 谭阁飞 摄

以德治党 确立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