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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城雁江

2 月 6 日，回龙乡太平村农民健
身广场人头攒动,一片热闹景象，雁
江区 2018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集中示范服务活动在这里隆重
举行。

活动现场，送春联活动场子一
铺开,书法老师们就被闻讯赶来的
村民迅速“包围”，老师们挥毫泼
墨、笔走龙蛇,瞬间红纸翻飞,墨香
四溢, 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增添
了浓浓的节日气氛,也为广大群众
带来了最美好的新年祝福。

舞蹈《欢欢喜喜迎新年》、川剧
绝 技《变 脸 吐 火》、小 品《回 家 过
年》、谐剧《幽默的小丑》……一个
个精彩的文艺节目，引来阵阵热烈
掌声，点燃了村民的激情，把这里
汇聚成了欢乐的海洋。

现场不仅有文艺表演、书赠春
联，雁江区文化、卫生、计生、农业、
科技、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还开
展了法律咨询、科普宣传、义诊体
检、技术培训、送电影、送图书等示
范服务活动，免费发放了宣传资料
约 50 余种、上 10000 份。组织有关

人员对党的十九大、省委十一届二
次全会、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和区五
届二次党代会精神进行现场宣讲，
还开展了农技服务现场培训，提高
了群众政策理论水平和农业科技
知识。

雁江区充分利用“三下乡”活
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农
村文化科技卫生公共服务水平，丰
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群
众综合素质，努力实现文化科技卫
生等服务活动常下乡、常在乡，为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雁江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此外，该区还开展了 2018 雁江
区第三届网民春节联欢晚会，丰富雁
江网民春节文化娱乐活动，发掘雁江
网民艺术表演人才，展现雁江独特的
人文情怀和精神风貌；还开展了“资
阳市雁江区 2017年度践行新时代雁
江精神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颁奖典
礼”，弘扬新风尚。该区把文化文艺
作为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内容，推陈
出新，实现文化文艺活动“常态化”，
让广大群众共享文化盛宴。

隆冬时节，春寒料峭，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如冬日的暖阳，温暖着雁江区困难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
的心田，一幅幅爱民、暖民、惠民、乐民的幸福和谐图景真实而生动，彰显着浓浓的民生情怀。

书赠春联。

倾情关爱暖意浓
——雁江区开展“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

□ 肖鸥张运龙涛

党政关怀送基层，民情振奋奔小康。
2018年元旦期间、春节前夕，雁江区坚持“落实
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理念，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走村串户，集中开展“走基层、解
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

活动以“走”促“学”、以“走”促“做”，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采取发放米、油、
棉被等物资的形式，为基层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关
怀，解决特困户、优抚对象等特殊群体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的同时，调研问计、化解矛
盾纠纷，推动岁末年初各项工作，在深入基层、服务群众
中凝聚共识、凝结力量，为决胜全面小康、加快美丽繁荣
怡然雁江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

据统计，活动期间，全区6700余名党员干部到基
层，累计走访群众约1.6万户、近3万人，收集意见建议
78条，建立完善“三本台账”610余本，各级党员干部与
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7150余对，参加送文化、送科
技、送政策等志愿服务活动120余次，及时解决民生难
题650余件，区级财政累计投入慰问经费330余万元。

真切的问候、美好的祝愿，与大
家一起聊家常，谈来年的打算，话脱
贫致富“大计”，宣传乡村振兴战略，
并为贫困群众送去了慰问金和大米、
油等生活用品。党和政府的关怀温
暖着群众的心窝，也让小村庄里弥漫
着浓浓的年味……

“要坚定信心，在党和政府的带
领下，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尽快脱贫，
早日致富。”春节前夕，雁江区区级领
导和相关部门以“走基层、送温暖”活
动为契机，先后来到各自联系的贫困
村，开展慰问活动，为村里的贫困群
众送去新春的祝福，并指导当地新农
村建设、脱贫攻坚、农业产业发展等
工作。

全区上下积极行动，建立了“一
把手”负责制，深入贫困村，为贫困群
众送去了新春的祝福，为贫困村发展

“把脉”支招，形成了“党政主导、干部
带头、分级慰问、社会参与”的立体工
作格局。

活动中，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入

千家万户，围绕精准个体减贫和贫困
村摘帽目标任务，帮助扶贫对象寻找
致富新路子，有效促进了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到田
间地头，详细了解扶贫村农业产业发
展情况，整合“五个一”帮扶力量，及
时协调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基层农技
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培育产业大
户、家庭农场，发展专业合作社。
2017 年，该区 17 个贫困村、14043 名
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全面完成，全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4894
元，增长9.4%。

按照雁江区五届二次党代会部
署，2018年，全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
突破口，突出精准施策，全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下足绣花功夫推进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住房保障、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等重点工作，确保 16 个贫
困村退出、9216名贫困人口脱贫，确
保 2020年与全国全省全市同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具有
地方特色的民族舞蹈，大家一起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做保健操……
1 月 26 日，迎接镇敬老院里一片
热闹景象，区、镇相关部门、部分
爱心企业正在这里为老人们过新
年。老人们身穿新棉袄，观看着
志愿者们带来的精彩节目，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真的是享共产党的福哟！”
今年 73 岁的凌世忠老人看到这
么多人来与他们一同过年，高兴
地与记者拉起了家常：现在就连
平时每天都是三菜一汤，顿顿有
肉，饭菜随便吃，政府每年都给我
们发两三套不同季节的衣裳，今
年冬天又发了保暖内衣、棉拖鞋、
棉被、棉衣。现在一年过得比一
年好。

“开饭了！”随着乡厨的一声
吆喝，鸭子炖海带、东坡肘子、猪
脚炖萝卜、清蒸鲤鱼……一盘盘
适合老人们吃的“火巴和”菜上桌
了，老人们吃着可口的菜肴，说着
吉祥的话儿，举起酒杯共同庆祝，

幸福地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关爱，不仅在敬老院。雁江

区按照“对安全温暖过冬有困难
的群众全覆盖”要求，各类慰问对
象由各乡镇（街道）、村（社区）共
同研究提出，区委组织部和民政
局审核把关，确保慰问对象为生
产生活最困难群众。区级各部门

（单位）和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到
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一线，建
立困难党员和群众管理档案，做
到困难党员和群众具体数量、致
困原因和愿望需求“三个清楚”。

不仅如此，全区按时按标准
足额兑现城市低保对象、农村五
保对象、优抚对象的生活补贴。
及时足额发放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费。
加大对困难党员、军烈属、失地农
民、下岗职工、残疾人、留守儿童
等特困对象的走访慰问和帮扶力
度，为农村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的
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确保全
区困难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幸福的
新春佳节。

响亮的口号、整齐的步伐、标
准的动作,彰显着军人的气质和
风采……2月 9日，雁江区四大班
子领导满怀着全区人民对子弟兵
的深情厚谊，先后到区人武部、区
武警中队、区消防大队、区消防中
队，走访慰问广大驻军官兵，向他
们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致以
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驻军
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
人，始终关心关注雁江社会经济
发展，积极参与护林防火、维护稳
定等急难险重任务，充分发挥了
钢铁长城的作用，赢得了全区人
民的爱戴和赞誉。

“希望驻雁江部队在扎实做
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继续关心、
支持美丽繁荣怡然雁江建设，
不 断 把 军 民 融 合 事 业 引 向 深
入、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雁江
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与部队官
兵亲切交谈，与他们共叙鱼水
深情，共商双拥大计，并代表区

委、区政府及全区人民对驻军
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的突出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和诚挚的感谢。

春节前夕，区四大班子领导
除了走访慰问驻军官兵，还先后
集中看望慰问了该区全国、省、市
部分劳模，部分离退休干部、老同
志，为他们送去了党和政府的关
怀，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他们
为雁江的安定、发展、繁荣所作出
的积极贡献，希望他们在各自岗
位上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再接再
厉，创造新业绩。

全区各级各部门（单位）党组
织做到分层分类、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典型示范、推进载体创新、加
强组织领导，特别是坚持领导干
部带头，增强“走基层”活动实效
性、针对性，深入开展对驻军部
队、困难民主党派人士、“三胞三
属”代表、贫困少数民族等 18 类
人群的走访慰问活动，基本实现
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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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梅吐芳春意闹，隆冬温情暖人心。
雁江区各级党员干部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走基层、解难题、办

实事、惠民生”活动为突破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群众的家中、传到了
群众的心里，团结、鼓舞、带领全区人民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全
省县域经济十强，奋力开创美丽繁荣怡然雁江建设新局面。慰问贫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