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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柳）9月 22日，
记者从市级机关关工委组织建设
工作座谈会获悉，即日起，我市将
按照“群团组织与党组织同覆盖”
的原则，在市级机关建立完善关工
委组织，并将关心下一代工作纳入
党政目标考核。

关工委是党的群众性工作组
织。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和支持
关心下一代工作。市关工委通过
开展“关工委基层建设年”“六好关
工委创建年”等活动，基本形成了

纵到底、横到边的关工委组织网
络，工作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常
态化的轨道，为资阳关心下一代工
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在市
级机关建立完善关工委组织将切
实推动相关工作开展，促进资阳关
心下一代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要求，今年年底前，符合
条件的市关工委成员单位将全部
建立关工委组织，同时市级机关单
位关工委组织应建全建，力争组建
率达 70%。

本报讯（梁忠杰）9月 19日，市城
投公司召开干部职工大会，专题传
达学习市委工作会精神，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通过学习，切实让党风廉
政建设更有说服力、规章制度更有
约束力、监督执纪更有威慑力，进一
步增强企业党员职工诚信经营、廉
洁从业意识，提高经营风险和廉洁
风险的防控水平，促进企业营造风
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会议要求，一要层层“打招呼”，
公司高管、中层干部、一般职工都要

“打招呼”，严格遵守“八项规定”，
树立岗位风险意识，防微杜渐，时刻
保持清醒头脑，干干净净做人，清清
白白做事。二要认真“兴规矩”，公
司各部门、子公司认真梳理岗位风
险点并形成台账，制定整改措施，由
公司办公室汇总梳理后，结合公司
工作实际“废、改、立”一批规章制
度。三要切实“保平安”，自觉纠正
违纪违规行为，牢固树立风险意识，
确保公司健康发展、干部职工平安
成长。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 实习生
刘如意）9月 24日下午，2017四川省

“悦读家”系列活动资阳分赛区决
赛在市图书馆进行，来自乐至的邓
凡婧家庭获得冠军，她们将代表资
阳参加 11 月中旬在南充举办的全
省“悦读家”总决赛。

四川省“悦读家”系列活动资
阳分赛决赛由 5 位专业评审和 4 位
图书馆代表组成。在现场比赛过

程中，评审团分别从参赛家庭的仪
表姿态、语言表达、作品呈现、朗诵
创意四个方面综合评分。经过三
轮较量，产生出一二三等奖、五个
单项奖以及优秀奖，乐至姐妹花邓
凡婧家庭获得冠军。

邓凡婧说：“悦读家这个活动
真的很有意义，它不仅增进了我和
家人的情感，而且让我和我的家人
充实了自己，提升了文化素养。”

本报讯（吴应军 记者 蒲敏）9月
21日，资阳高新区召开党工委（管委
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当
前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工
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的一项
政治任务，层层传达、广泛宣传、认真
领会、贯彻落实。要统筹项目推进与
招商引资，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
端，对比目标，正视差距，查找问题，
增添措施，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积极改革创新，坚持产业规划
引领，抓好优势产业发展，全力打造

口腔装备材料产业基地，邀请世界一
流团队，尽快完成规划编制。要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防灾减
灾、信访维稳、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加
强信访维稳矛盾化解、社会治理、法
制建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深化生态环境认识，健全常态化的
监督检查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园区立
面整体改造，塑造环境优美、秩序优
良新型园区形象。要扎实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
园区党的建设、班子队伍建设，以敢
拼敢闯、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 实习生 罗
群英）日前，市外事侨台办召开职工
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工作会议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转变观念，
抓住关键，守住底线，加强自身建
设，凝心聚力推动我市外侨台工作
实现新发展。要借助我市外事软实
力和文化影响力，积极开展对外交
流、宣传，促进对外交流合作，以开
放合作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要
充分发挥外侨台资源优势，善用外
力，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促进外引内
联；提前谋划、精准布局，扎实稳妥

推进国际友好城市建设。要强化服
务意识，提升服务水平，认真落实各
项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依法维护
归侨侨眷、台胞台属及台侨企业的合
法权益，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要进一步提升党风政风行风，
将党风廉政建设贯穿于外事工作始
终，持续加强外事侨务干部队伍建
设，切实提升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全市外侨台干部要以昂扬向上的精
神、开拓创新的举措，上下联动，齐心
协力，开创全市外事侨务工作新局
面，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显著的工作
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坚定信心 焕发精神 奋力前行

市委统战部

资阳高新区

市城投公司

市级机关
建立完善关工委组织

“书香家庭·唯美阅读”系列活动资阳赛区

乐至姐妹花夺冠

本报讯（何儒海 记者 胡佳音 实
习生 罗群英）9月 25日，市委统战部
召开部务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贯彻措施。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深刻理解、准确
把握、全面领会会议精神实质，以新
思路新作风新效能推动各项工作；进
一步组织各民主党派、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市知联会）开
展学习活动。要围绕中心大局，全力
推进统战工作争创一流。围绕“百日

攻坚行动”，深入推进统一战线“主动
作为、争创一流”活动；深入推进统一
战线服务中心大局“五大同心行动”，
广泛开展联系交流、招商引资、调查
研究、建言献策活动；抓好协助民主
党派换届、全市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精
神贯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示范点建
设等各项工作；认真梳理目标差距、
工作差距，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全年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同时，要凝聚共
识凝聚人心，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氛围。

市外事侨台办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9 月 25
日，我市召开 2017年科级干部互派
挂职工作动员会，部署科级干部互
派挂职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周宇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 2012 年“双挂双
派”工作启动以来，我市先后 5批次
集中选派 242 名科级干部挂职锻
炼，掀起了在实践中培养历练干部
的热潮。今年，我市首次将金融机
构、学校、国有企业纳入干部挂职
锻炼计划，经过层层筛选、择优确
定集中互派 44名科级干部挂职。

会议要求，挂职干部要志存高
远，奋勇前行，要有忠于职守的信
念、无私奉献的情怀、主动担当的
勇气；要珍惜机遇，牢牢抓住一年
挂职锻炼时间，勤奋学习，补足短

板，提升能力；要脚踏实地干事创
业，切实担负起责任，务实重行，争
创一流，同时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
和为民宗旨，坚持问政于民、问计
于民、问需于民；要正确对待挂职
干部这一特殊身份，严守纪律规
矩、严守廉洁底线，正言正行。挂
职单位要充分信任挂职干部，让他
们多参与重大问题的研究决策，分
管和负责适宜的工作，确保“挂实
职、行实权、负实责”；各地各单位
要切实担负起“监督人”职责，从严
加强挂职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及时
掌握挂职干部的思想动态及履职
情况，严格落实上下班考勤，请销
假、考评考核制度，发现问题及时
批评教育、严肃整改纠正，确保挂
职取得实效。

□本报记者 蒲敏

2015 年，市森林公安局刑侦治安
科科长刘星被派到乐至县回澜镇清泉
寺村任第一书记。两年多来，在他的
带领下，全村实现了水泥路户户通，水
利设施全面改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安全饮水、生活用电、数字电视全覆
盖；完成 C、D 级危房改造 15 户 40 人，
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670元增加至 4000
元，顺利实现了村摘帽、户脱贫目标。
刘星也因此被省、市、县授予优秀第一
书记的荣誉。

转个身
再回农村当农民

当初，刘星到驻村任第一书记，曾
遭到家人一致反对：4位老人体弱多病，
儿子临近高考，妻子一个人怎么也照顾
不过来。

刘星说，最初自己也是不愿意驻村
的，而让他下定决心的是第一次到清泉
村时内心的触动和震撼：村委会的办公
用房是 60 年代的一所旧学校；全村没
有一本记录村上情况的相关资料；下雨
天路上烂泥巴陷到小腿肚，村民外出回
家，都要提前通知家人送胶鞋；全村从

事传统作物种植，经济收入全靠外出务
工。刘星说：“这里就像一方与世隔绝
的土地，肥沃着，也贫瘠着。”就是这样
的触动，开启了刘星的驻村之门，也开
启了清泉寺村的巨变之门。

全村 5 个组、227 户、62 户贫困户。
到村第一个月，他白天入户调查，晚上
写报告，用光了 3个笔记本，形成 6个调
查报告，拟定解决办法 10条。

在亟需解决的问题中，他用红笔在
笔记本上列出四条：将村里的泥土路改
建成水泥路；尽快启动一线水利工程的
建设；马上进行养蚕基础设施的建设；
提高蚕桑科技养殖技术水平，提质增
效、提质增面，实现村民的短期增收。

费思量
求新求变遇阻力

美好的愿望要想变成现实总是不
那么一帆风顺。他在驻村日记中写道：

“2015年 8月 9日，乐至县人大和县
妇联送来 4 只羊帮助贫困户，我很高
兴，立即对接 4 户贫困户来认领。结
果，这 4户人家都以‘年老体弱，不懂养
殖技术’拒养……”

刘星明白，清泉寺村的穷，穷在不
通公路，穷在眼界窄，思想保守，观念落

后，穷在组织涣散、人心不齐，穷在村民
安于现状、思想僵化。

刘星立即与市林业局驻村工作组
沟通，工作组与回澜镇党委共同努力，
选定村里两名致富带头人重新搭建班
子；刘星先后 5次率村两委及村民代表
60余人到安岳、乐至、都江堰、蒲江等地
的扶贫开发示范村参观学习考察。

在各级支持帮助下，落实资金 27
万元，交通动脉打通！水泥路实现组组
通不是问题，户户通的工作也将顺利开
展。今年，村里的水利工程将陆续铺
开，精准扶贫项目落地，种养殖业设施
升级，阵地建设资金到位。

挺起胸
大刀阔斧斩穷根

2017年初秋，清泉寺村的村民背上
沉甸甸的背篼里，洁白的茧子在今年已
经成熟了第三季。

刘星下派到清泉寺村之后，请来林

业和蚕桑专家对村民开展蚕桑养殖、桑
苗培育、桑枝修剪、病虫防治培训，组织
全村新栽（补）植桑苗 5.77 万株、约 150
亩，桑园面积达 400 余亩。2017 年，全
村茧款收入 100 余万元，人均收入达
3700 余元。同时，组织新植核桃、竹笋
等产业林 100余亩，养殖生猪、山羊、小
家禽等 5000余头（只）。

刘星多次组织村两委干部、村民代
表召开专题会，共商发展集体经济大
计。最终形成三大举措，一是多元化经
营增收益。采用“专业合作社+村集
体+贫困户”模式，通过集体自主经营
面粉厂、专业合作社，增加集体经济收
入。二是多途径投入保效益。采用“帮
扶部门投入+产业发展资金注入+专业
合作社技术指导”模式，投资 4.5万元建
设面粉厂，委托业主经营，村集体分
红。三是多资产租赁添收益。通过出
租 5 个堰塘、原村办公室等集体资产，
拓展增收渠道。2017年，预计全村实现
集体经济收入 15100元。

我市集中互派
44名科级干部挂职
金融机构、学校、国企首次纳入计划

脱贫攻坚在心上也在路上
——记乐至县回澜镇清泉寺村第一书记刘星

9 月 22 日，市人民银
行组织 14 家银行机构在
雁城乐山商业银行广场集
中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
—金融日”主题宣传活动，
通过摆放展板、悬挂横幅、
发放知识手册、扫码互动
等形式宣传互联网金融安
全知识，揭露常见网络、电
信诈骗手段和方法，以提
高公众金融网络安全防范
意识和技能。当天，安岳、
乐至的银行机构也同步开
展了“网络金融安全”集中
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朱涛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 实习生
苏秋伃）2017年中国食品餐饮博览
会于 9 月 14 日至 17 日在湖南长沙
举行，安岳柠檬风味宴作为唯一的
川菜代表在此次活动中惊艳亮相，
获得高度关注和赞扬；我市送展的
坛子肉、黑山羊、青花椒品等品牌
产品也深受喜爱，共计实现成交金
额 396万元，其中现场销售 12万元，
签订意向合同 384万元。

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由商务部
及湖南省政府主办，汇聚了 25个省

市自治区及境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
餐饮企业 1200余家，安岳县烹饪协
会和 4户商贸流通企业参展。在众
多美食中，安岳柠檬风味宴受到众
多参观人员的青睐。大家在四川展
区安岳柠檬风味宴制作现场品尝美
食，并向该宴创始人、安岳烹饪协会
会长肖述明详细了解安岳柠檬风味
宴宣传、制作、展示情况。目前，安
岳烹饪协会已与湖南湘菜研发中心
初步达成合作协议，进行安岳柠檬
风味宴的推广及食材交流。

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

安岳柠檬风味宴颇受青睐
“资味”产品成交额近4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9 月 25
日，“蜀人原乡 怡然资阳”城市品牌
之“资人、资味、资色”全媒体宣传
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凯出席仪式并宣
布活动启动。

陈凯指出，本次活动是全面展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人民生活新
变化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的重要载体，是推动资阳实现发展
新跨越、凝神鼓劲的有效方法，是打
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
要途径。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要
注重整合力量、统筹协调，确保活动
各个环节紧密相扣，形成融媒体平
台同频共振、齐声合唱的宣传格

局。各县（区）委宣传部、相关部门
要积极落实人员全力配合媒体做好
宣传报道、现场采访、稿件审核等工
作。各承办参与媒体（网站）要统筹
内部资源，精心策划，创新思路，认
真创作，确保宣传展示活动有力有
序开展。市内各媒体既要相互呼
应、各展所长，推出一批有新意、有
质量、有影响力的融媒体产品，又要
集中优势版面，采用多形式，多角
度、全方位开展集中爆发式宣传，努
力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市网信
办、外宣办还要积极协调中央、省级
重要新闻媒体，加大对展示活动的
新闻宣传，借势借力，提升对外影响
力和知名度。

小切口大主题
融媒宣传新资阳
“资人、资味、资色”全媒体宣传展示活动启动

决胜全面小康 推进脱贫攻坚
——第一书记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