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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建伟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400亩
柠檬发展，督导自来水管道安装……
近日，当记者在安岳县兴隆镇见到市
人大代表、镇党委书记王光华时，他正
在为扶贫村的脱贫攻坚工作而忙碌。

今年以来，王光华针对兴隆镇老
林村作为安岳县今年 13个脱贫攻坚
重点推进村之一的实际，示范带领全
镇68名各级人大代表主动作为，进一
步凝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加快促进
扶贫村向脱贫摘帽目标迈进。

层层压实责任，突出产业扶贫，
强化基础建设，是王光华助力脱贫攻
坚的举措之一。特别是在加强领导
示范、人大代表结对帮扶 1-2户特困
户方面，通过生产就业扶持、医疗扶
持、低保兜底等措施，全村105户贫困
户正逐步实现脱贫增收。9组贫困户

邹关菊家就是受益户之一。今年年
初，邹关菊家成为王光华的结队帮扶
户后，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但向银行
申请到贴息贷款 4万元，发展起养殖
业，家里的串架结构危房也在D级危
房改造项目中变成了两层新楼房，而
且还购买了医疗保险，医疗费用实现

“微支付”……在促进持续增收方面，
先后引进业主建立了600亩含生态果
蔬、稻田养鱼、土鸡养殖三大产业为
主的“致富小康产业园”，带动67户贫
困户年均增收 1500 元以上，帮助 23
户贫困户在产业园或商混站就业，人
年均增收6000元以上。同时，还在产
业园和商混站投入村集体经济和特
困户帮扶基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2
万元以上，特困户预计户均增收 600
元/年。推动了贫困村由“输血式”脱
贫向“造血式”脱贫转变，逐步实现贫
困户摘“穷帽”。

建力“脱贫攻坚联席会议制、人
口精准识别常态制、特色活动长效机
制”三大机制，是王光华助力脱贫攻
坚的另一有效举措。为特色引领脱
贫攻坚，王光华在高效推动脱贫工作
的同时，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先后清
理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33户，新增纳
入贫困户28户，逐一细化落实帮扶措
施，确保扶贫对象准、措施实，并在贫
困村组织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十佳
脱贫致富户”等评比活动，有效激发
了贫困户内生动力。

同时，王光华还突出班子建设、
责任落实、典型示范“三个狠抓”，进
一步落实帮扶成效，强化履职保障，
增强脱贫攻坚实效。

“牢记职责，不辱使命。”王光华
说：“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将把群众的
愿望和呼声作为工作的起点，真诚服
务广大人民群众，不负人民重托；作
为一名镇党委书记，将坚持把脱贫攻
坚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推动贫困村如期实现脱贫退出目
标，促进镇域经济加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10月9日，
记者从市旅发委获悉，今年国庆中秋
长假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98.5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22875.3 万元，同比
增长分别为10.2%和13.2%。

据悉，针对今年国庆中秋假期
长、双节叠加的特点，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黄金周旅游工作，全市旅游
行业精心筹备，采取多种措施刺激旅
游消费，保障旅游安全，倡导文明旅
游，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
的有机统一。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
自驾游、探亲度假游是出行主力。假
日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为自驾游创造
了便利的条件，导致回乡团聚、探亲
访友的人流明显增多，自驾游占比近
7 成 。 二 是 乡 村 生 态 旅 游 备 受 追
捧。长假期间，全市各县（区）因地

制宜推出符合本地特色的各类体验
活动，各旅游区纷纷组织了内容丰
富、参与性强的游乐活动。如安岳宝
森生态旅游区举办的“情满月园、举
国同庆、红动宝森”旅游活动，大型
儿童游乐场柠都乐园盛大开园吸引
了众多游客；资阳幸福谷引进了自贡
恐龙，开展汉服摄影活动，雁江保和
生态旅游区的采摘体验活动也深受
游客青睐。三是旅游拉动消费效果
喜人。据统计，黄金周期间，全市各
购物场所销售额平均增幅 30.9%；各
餐饮消费店、农家乐宾客满座；各星
级宾馆、商务宾馆、乡村酒店等住宿
设施入住率创历史新高，全市旅游饭
店出租率达 90%以上，其中金迪大酒
店、安岳宾馆、乐至宏扬·玲路酒店等
入住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朱涛）10月8日，记
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本周我市将以
降雨天气为主。

9日，节后上班第一天，阴有间断
小雨；10日，中到大雨；11日，阴有小
雨；12 日，阴有小雨转阴间多云；13
日，小雨。

据悉，10月 8日是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寒露，这也是属于秋季的第五
个节气。寒露之后，露水增多，气温更
低，气候从凉爽开始过渡到寒冷，这也
意味着冬天的脚步更加近了。寒露时
节，最易诱发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
病，加上此时的气候正值夏秋暑热与
秋凉干燥的交替，最容易患上季节交
换的感冒发热，需提前预防。

本报讯（记者李小凤）据商务部重
点流通企业监测系统数据显示：本月，
我市31家重点流通样本企业实现商品
销售额7211.95万元，同比上涨0.11%。

重点流通样本企业销售呈现以
下特点：

（一）监测的11大类商品涨幅不一
粮油、食品类商品销售额小幅下

跌 。 粮 油 食 品 类 商 品 销 售 总 额
2601.56万元，同比下降1.54%。

饮料类商品销售额持续上涨。
监测的饮料类商品销售额销售额214
万元，同比上涨43.62%。

烟酒类商品销售额大幅上涨。
监测的烟酒类商品销售额 411.59 万
元，同比上涨19.36%。

针、纺类商品销售额涨幅大。监
测的针纺织品类商品销售总额为 32
万元，同比增长128.57%。

化妆品类商品销售额小幅上
涨。监测的化妆品类商品销售额101
万元，同比增长18.82%。

日用品类商品销售额小幅上
涨。监测的日用品类商品销售额127
万元，同比增长54.88%。

体育、娱乐用品类销售额涨幅较
大。监测的体育娱乐用品类销售额
31万元，同比增长6.9%。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销
售额正常波动。监测的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商品销售额 2117.1万元，
同比下降11.89%。

中西药品类商品销售额大幅上
涨。监测的中西药类商品销售额885
万元，同比上涨8.5%。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销售高速
增长。监测的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
销售额62万元，同比增长226.32%。

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持续下
降。监测的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
8.5万元，同比下降42.95%。

（二）百货店零售额涨幅稍高于
百货店零售额涨幅。监测的百货店
零售额81万元，同比上涨1.25%；网上
商店零售额71万元，同比上涨9.23%。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 实习生 王
文婷）10月 2日，网络上一篇“交警跪
地救人”的帖子引发网友热议，网友
纷纷为其点赞。网友“平平资阳”说：

“为交警叔叔点赞！风里来雨里去
的，节假日都不休假。”还有网友“遗
失的美好”说：“这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交警，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大
家的安全着想。”

随后，记者对此事进行了了解。
原来，10月2日下午3点过，刘某开着
车载着4名家人从雁江区伍隍镇开往
到南津驿街道上时，没有注意到路面
状况，车子猛然冲向路边的台阶上，
直接冲过了防护栏撞到了街边的商
铺墙上，导致车头破损，车内人员受
伤，墙体破坏。

就在事发后不到一分钟，正在巡

逻的市交警直属一大队民警魏宏斌
刚好路过车祸现场，他立马上前查
看，发现坐在后排的一位老人因未系
安全带伤势严重，口鼻处出血，气息
微弱。他马上和现场的群众将老人
抬出车外进行抢救。

魏洪斌回忆，由于老人年龄较
大，被碰撞后生命体征不稳定，为了
及时对其进行抢救，他随即跪地采
取心脏复苏救护。在抢救过程中，
他发现伤者心脏处的肋骨已断了三
根，左脚充血，呼吸更为微弱，抢救
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魏宏斌依
旧不放弃最后的一线希望，长时间
跪地进行抢救，整个过程持续了 20
分钟。在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的抢
救下，最终老人因伤势严重，抢救无
效死亡。

□ 本报记者 蒲敏

坐在藤椅上，伴随着藤椅发出的
吱呀声，日前记者跟随安岳县原县委
书记郭廷俊的回忆，见证了一个时代
基层干部的热血人生。

少年时 人生起点多萧瑟
“1953年我 13岁的时候，父亲就

去世了。”郭廷俊点燃一支烟，娓娓道
来。他微启的双唇稍微泛着青色，多
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兄姊妹勾勒出
了那个时代不幸家庭的轮廓。

为父母争气，是郭廷俊少年时期
最大的人生目标。会写字，也会打算
盘的郭廷俊就因为这两项技能一边
务农，一边在畜牧站当起了会计。

1960年，郭廷俊入了党。“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最时兴、最能使人
进步的事情。”郭廷俊说，是共产党给
了穷人“打翻身仗”的机会。

壮年时 当好种粮征程标兵
60年代末，郭廷俊因一手好字和

聪慧的头脑而被器重，被组织安排到
安岳县文化镇任党委书记。

在那个以粮为纲时期，每个领导

干部都紧盯粮食产量。“安岳的土壤
条件不好，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没
有水，也没有肥料。”

两大直接原因解决不好，粮食产
量就上不去。农闲时间，郭廷俊组织
社员挖水渠、建水库，从根本上解决
了水的问题；又积极与成都青白江化
工厂联系对接，与对方达成协议每年
两次运取化工厂的氨水当肥料。

为解决运输问题，郭廷俊组织青
壮年，将农机站一辆破旧得无法启动的
大货车重新组装之后，踏上了每年施肥
季节往返于安岳至青白江的征程。

“两名司机换着开，我跟车，几乎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单程 10个小
时的车程，郭廷俊一跟就是七八年。

“上半年的插秧季节、下半年的
种麦时节，每次拉肥料都是半个月时
间不眠不休。”郭廷俊把自己青年时
期的热血，洒在了文化镇的土壤中，
他用汗水和智慧将当地水稻亩产量
从三四百斤提高到了近千斤。

“水、肥料的跟上，改良品种的技
术跟上，老百姓增产增收的信心跟
上。”就是这几个原因，让当年的郭廷
俊成为内江地区远近闻名的优秀镇党
委书记。

随后，他牵头带领百姓为文化镇
修路，带领周礼镇百姓发展粉条产
业，在担任县领导的十多年中，为发
展林业、蚕桑、柠檬做了大量工作，为
安岳的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作出
了积极贡献。

老年时 牢记初心不辱使命
作为有着57年党龄的退休干部，

郭廷俊始终坚持以党员干部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他时常组织县革命
老区建设促进会（以下简称“老促
会”）的同志学习、讨论当前时事，促
进大家共同进步。

自 2013 年老干部志愿服务调研
建言队成立以来，作为队长的他在安
岳经济社会发展、党建工作、城市建
设等多个方面采取个人调研和小组
调研等方式开展专题调研，并积极向
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了40余
条意见建议，多条建议受到县委、县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及时采纳。

作为老促会的会长，郭廷俊始终
不忘党的事业，坚持为安岳的发展履
职尽责。从 2008年安岳申报革命老
区县开始，他全身心投入，不辞辛劳
地工作，与县委党研室等相关部门在

全县开展广泛调研，搜集整理资料。
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2010 年 9 月 3
日，安岳县正式被批准认定为革命老
区县。他组织人员每年编写《老区工
作》简报，将老促会的工作向社会各
界传达。2011年以来，他为妥善安排
和使用省财政厅下达的革命老区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5616万元，亲自带领
老促会同志，严格按照转移支付资金
管理办法和审批程序，将资金分配补
助到了 69个乡镇 330个村，用于老区
人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发展经济脱
贫致富。并和老促会同志共同撰文

《有限的补助资金，巨大的社会效应》
一文，刊发在《中国老区建设》上。

为了安岳县烈士陵园和革命历史
纪念馆的筹建，他一面积极争取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一面组织人员深入到
各乡镇收集革命历史实物、历史资料，
目前项目规划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郭
廷俊说，他相信不久以后，革命老区安
岳，一定会被世人耳熟能详。

□ 邹正刚 实习生苏秋伃
本报记者李小凤

扎根基层40余年无怨无悔，在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先后做过个
体、企业登记，市场监管，财会，合同，
商标，广告，消协等工作，把青春和精
力献给了他所钟爱的工商事业；1998
年被雁江区工商局评为“人民满意红
盾卫士”，2011年评为工商系统内“绿
叶精神人物”，2010年记三等功一次，
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
产党员……他就是雁江区工商局基
层退休干部周建国，他用青春和汗
水，铸就了红盾之魂。

刻苦专研 提升能力

“只有不断学习，我才能胜任领
导交办的各项工作。”周建国是这样
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进入工商部门
后，“门外汉”的他每天挤出时间学
习，向身边的老同事虚心请教。勤学
好问的品格在 40多年的工作中一以
贯之，在从事各项工商工作中，从未
发生过违规、违纪的行为；加之他注
重沟通、善于协调、妥善处理矛盾，从
未与办事群众发生过任何纠纷和争
吵，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细致讲解 热心服务

1978年 8月参加工作以来，周建

国就在丹山工商所工作。他始终恪
守“服务对象为中心，以服务对象满
意为标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
到为每一位群众耐心细致地解疑答
惑、热情服务。在从事工商注册登记
工作的 30 余年里，接触的人形形色
色，这给他的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
如脾气暴躁的、喝酒后来办理业务
的。每当遇到此类棘手问题时，他总
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根据服务对象
年龄、性别，采取不同的方法，耐心解
释、沉着应对。对于情绪激动的办事
者，他先拉拉家常，转移一下对方的
注意力，待对方情绪缓和下来以后，
再回头切入主题，且用微笑和优质的
服务来拉近距离。

2009年 7月的一天下午，一位 30
来岁的男子拿着一张通知书，气呼呼
地来到丹山工商所登记窗口，把通知
书往柜台上一扔，大声地嚷道：“我是
残疾人员，国家政策对我们都有照
顾，还需要办什么证……”周建国立
即上前了解情况。原来，该男子从事
个体经营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工
商所巡查人员对其下达了限期改正
通知书。周建国笑着说：“师傅，请坐
下，国家虽然对残疾人员有优惠政
策，但营业执照还是必须得办理。”并
送上一杯水，开始耐心细致的解释工
作。随后他指导该男子填写表格，顺
利地办理了营业执照，该男子满意地
走出了工商所大门。

长期在窗口岗位工作，他有很深

的感悟：“在基层工作，须拥有一份爱
心，微笑服务是做好窗口服务工作的
催化剂、润滑油。当服务对象第一次
面对我们，我们的微笑就像一颗定心
丸，给了他们应有的自尊和信心；当
服务对象提交的材料有所遗漏、不合
要求时，我们微笑的话语就像冬日里
的一轮太阳，温暖着他们的心；当我
们与服务对象的意见出现分歧、不被
他们理解时，我们的微笑就像一缕春
风，化解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微笑服
务带给服务对象愉快的同时，也带给
了自己快乐。”

尽心尽责 不畏艰险

丹山工商所管辖有两乡一镇，总
人口13.7余万人，有个体工商户1400
余户，各类企业 230 余户，集贸市场
11个，工商部门肩负着一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任。1979 年恢复注册登记
工作，当时交通不便，周建国每天凌
晨四五点起床，走路到各场镇，为群
众耐心细致地讲解政策，一干就是一
整天，经常到下午一两点了才随便吃
点东西，然后又继续工作，晚上八九
点才到家。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好
几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
从未间断。近几年，工商部门承担了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任，回龙乡的
万新场、新场乡的巡视桥场距丹山工
商所近三十公里，为了整治市场秩
序，无论春夏秋冬，他早上六点准时

到达市场，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面
貌焕然一新，市场秩序井然有序。他
也是唯一一个荣获当地党委、政府表
扬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他说：“只要群众满意，再苦也值得”。

1995年 9月的一天，周建国像往
常一样来到回龙乡市场开展工作，一
进市场他就发现一个新面孔在销售衣
裤。他来到那名男子身旁，亮出执法
证后询问该男子是哪里人，所销售的
衣裤是从哪里进的货，并请其出示进
货的有关凭证。该男子突然间撒腿就
跑，他连忙上前追赶，同时大声呼喊。
周围的群众看到后一起上前制服了该
男子，并把他移送到当地派出所。经
民警询问，该男子所销售的衣裤是从
一学校偷的，在市场上销售的只是一
小部分，更多的藏匿在一个山坡上的
荒洞里。最终，学校找回了被盗的衣
裤，挽回经济损失达10万元。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40余年来，周建国几乎没有休过年
休假。为站好最后一班岗，在工商所人
手少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他身兼数职，
默默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为促进经济
社会和工商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主动作为不负使命
——记市人大代表王光华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人大代表再行动人大代表再行动人大代表再行动

枫叶正红枫叶正红枫叶正红
寄语十九大寄语十九大寄语十九大 我为祖国点赞我为祖国点赞我为祖国点赞

赤诚之心写春秋
——记安岳县原县委书记郭廷俊

雁江区工商局基层退休干部周建国：

默默耕耘铸就红盾之魂

国庆中秋长假
我市旅游揽金2个亿
接待游客98.5万人次

乐至陈毅故里景区游人如织。本报记者秦建华 摄

雁城交警跪地救人获点赞

寒露已至本周多雨

我市9月重点流通企业销售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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