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为深入推进
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深入基层、求真务实、关心
群众，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近期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党员义工日”活动。

7 月 3 日晚，市环卫处党总支环卫
所党支部 10 余名志愿者，携带工具走

进城南市场片区，配合资溪执法、环卫
人员进行立体市容秩序净化专项整治
工作。志愿者们不辞辛苦战斗 4小时，
对市场周边大件杂物进行了清理，美化
了城南市场周边环境，得到社区居民的
赞扬。

7 月 5 日，市建设监察支队志愿者

队伍来到双峰社区馨雅苑小区进行义
务清洁活动。志愿者们除对小区内街
道、停车场等人流密集地带实施重点清
扫保洁外，还对草坪、排水沟等卫生死
角进行了清扫，并向社区居民宣讲创建
全国卫生城市的重要意义。

日前，市数字城管中心组织党员干

部在街头开展了应急管理宣传活动，向
市民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应急
知识，强化市民的防范风险和紧急避险
意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此次活动
的开展，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
提高了自救互救能力，起到了良好的应
急知识宣传教育效果。

本报讯（王潇罗亦）近年来，乐至县
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大力普及“奉献
他人、提升自己”的志愿服务理念，实施

“1234”工程打造精品特色，全力打造“帅
乡志愿·有你有我”志愿服务品牌，为深
化省级文明城市、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明确一个志愿主题。明确“帅乡志
愿·有你有我”志愿服务主题，常态化开
展“我为帅乡乐至添新绿”“关爱他人
奉献爱心”等志愿服务活动，做细、做
精、做活乐至志愿服务工作，打造“全民
志愿”的乐至志愿服务品牌。

开展两大集中活动。开展“学雷

锋·讲文明·树新风”集中志愿服务活
动，持续开展“弘扬雷锋精神·共创文明
之城”、“帅乡志愿·有你有我”文明劝导
志愿服务活动等十四项活动，大力推进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广泛普及志愿服务
理念；开展“‘12·5’国际志愿者日”集中
活动，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在 12月 5日
前后，举办集中志愿服务活动，并展示
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社区及优秀
志愿者事迹。

把握三个关键节点。把握重要节
日，在春节、清明、五一等节日，组织开
展学雷锋、文明劝导、暖冬慰问等志愿
服务活动；把握重大活动，围绕国际烤

肉节、田园诗会、省桥牌锦标赛、省围棋
公开赛等重大活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把握重点工作，将志愿服务与精准扶
贫、文明城市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创建、
大规模绿化全县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与
农村秸秆禁烧、城区殡葬整治等阶段性
工作相结合，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义
务助耕等志愿服务活动。

固化四个服务时间。固化每年 3
月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依托每年 3
月“公民思想道德宣传月”及“3.5 学雷
锋纪念日”，在全县开展主题志愿服务
活动；固化每季度的“志愿服务七进”活
动，通过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的

方式，让更多市民了解、参与到志愿服
务活动中来；固化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五
的“双创志愿服务集中行动日”，组织志
愿者在重要交通路口开展文明劝导活
动，在“双报道”社区开展清除“牛皮
癣”、“双创”知识进万家等活动，每年开
展集中活动 12 次；固化每周星期五下
午的“洁净家园”时间，组织各单位志愿
者于每周星期五下午对城区主次干道、
广场等公共场所以及居民小区、城中村
进行清扫，广泛开展绿化美化家庭阳台
行动，引导市民群众自觉维护公共卫
生，每年累计开展“洁净家园在行动”志
愿服务活动50余次。

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乐至县实施“1234”工程
打造“帅乡志愿·有你有我”志愿服务品牌

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务实开展“党员义工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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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各用户：
因天然气工程施工需要，拟定

于 2018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13：
00-17：00 在和平路以东片区范围
内停气。

请广大用户做好停气准备，关

好家中闸阀，注意安全。
咨询电话：028-26200915
特此通知。

资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2018年7月6日

片区停气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纪
委十九届二次全会精神，按照省市纪
委、省市财政部署安排，全区正组织开
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
理问题专项治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深入推进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取得实效。

一、总体要求
2018 年 6 月起，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治理，坚决纠正
和查处各类违纪违法行为，确保各类
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让

“一卡通”真正成为群众的“明白卡”
“幸福卡”，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二、治理重点
1.“一卡通”发放、管理和使用不规

范问题。围绕群众“一卡通”办了多少，
卡在哪里，谁在用卡等情况，着力发现
和整治党员干部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收
卡借卡，甚至扣留扣压群众“一卡通”等
问题。

2.惠民惠农政策、资金落实不到位
问题。围绕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有哪
些，标准是多少，补贴在哪里等方面，着

力发现和整治惠民惠农政策宣传解读
和资金发放情况公开不到位，该享受
未享受、不该享受违规享受，该发放未
发放、不该发放超标准超范围发放等
问题。

3.惠民惠农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重点整治党员干部在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申报审核过程中，优亲厚友、吃
拿卡要、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利用“一
卡通”滞留克扣、虚报冒领、骗取套取、
截留挪用、贪污侵占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等问题。

欢迎社会各界对“一卡通”专项治

理工作进行监督，对掌握的“一卡通”
相关问题线索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
雁江区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028－26657201
雁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028－26920618
雁江区审计局:
028－26921106
雁江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8年7月9日

雁江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公告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记者从7月
6日市交通运输局举行的“便民交通·
为您而变”系列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
获悉，从今年6月至12月底，全市交通
运输系统将针对公路路网规划、重点
项目推进、农村交通发展、城区公交出
租、交通行业管理五大方面，开展问卷
大调查、服务大体验、政策大宣传、措
施大落实四大主题活动，全面了解民
声、民情、民盼，提升工作的预见性、针
对性和时效性。

据了解，问卷大调查活动已于 6
月份全面启动，活动分网络问卷调查、
干部大走访调查、活动现场三种方式
进行。截至目前，线上线下共吸引了
4.8万余人次参与，收集有效问卷3102
份，汇总意见建议419条。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对收集
的意见建议，分共性问题和个性问

题进行梳理，分别提出工作措施，明
确专门力量，逐一落实到位，多种方
式公开向社会反馈，并邀请提出意
见建议的市民和网友有针对性地参
与交通建设、执法、公交、出租、车
站、码头等各环节的体验活动，加强
与社会公众的工作互动。重点围绕
市委、市政府重大交通运输工作部
署、交通运输重点安排、政策措施、
群众关切点等内容向各从业单位、
服务对象、群众进行广泛宣传，最大
限度回应群众关切。

□ 实习记者 陶思懿

近日，雁江区祥符镇柏柳村的皮球
桃喜获丰收，500多亩桃园硕果累累，不
仅成为柏柳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为
桃农增收不少。大力发展蜜桃产业，增
大种植面积，将皮球桃打造成柏柳村的
一张特色名片，是该村目前最大的目标。

“今天是今年第一次卖皮球桃，卖了
差不多 7000 多斤，明天还有老板要来
收。”6月 22日，走进柏柳村 3组村民孙
炳华家的桃园，枝繁叶茂的桃树间，一个
个粉嘟嘟的桃子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
着一丝丝果香，令人垂涎欲滴。为了及
时采摘，孙炳华带着一家老小穿梭在桃
林间，动作灵活地收获着成熟的皮球桃，
一家人的脸上都写满了丰收的喜悦。

一担担成熟的桃子不断从桃林中
采摘出来，运到孙炳华在山下的家中，
再经过一个个分拣，这些桃子很快便会
经商贩运送到成都的各大超市。孙炳
华说，今年他家一共种了十几亩水果，
光是皮球桃就种了接近5亩。

“产量倒是可以，就是价格不得
行。”据孙炳华介绍，今年农产品价格普
遍偏低，去年收购价能达到近 4元每斤
的皮球桃，今年的收购价仅不到 2 元，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亩皮球
桃的利润也能达到3000多元。

“他这个桃子品相好，口感又脆又
甜，还是脱骨桃，安逸得很。”来孙炳华
家收购的商贩说，去年她在孙炳华家收
购了一批皮球桃，反响很好，所以今年
第一批成熟后，她立马赶来采购。她同
时表示，柏柳村的皮球桃口感、外形都
可媲美龙泉蜜桃，然而，在品牌效应方
面却远远比不上龙泉的桃子，她认为，
柏柳村的皮球桃完全可以打造成一个
特色品牌。

据悉，柏柳村种植皮球桃的历史可
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过 30 年
来的发展，现在种植面积达到 500 多

亩，虽然今年价格有所下降，但也能为
种植户至少增收3-4万元。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调查，我们
觉得皮球桃适合我们这边的土壤和气
候，可以大力发展。”柏柳村村支书杨勇
军表示，村里现在的皮球桃种植面积还
不够大，全村正在积极探讨，并计划后
期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4000 亩左右，同
时，努力打造属于柏柳村自己的皮球桃
品牌，让皮球桃不仅卖得出去，还卖得
起价。

祥符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李洪说：

“现在主要是依托临空经济区的建设，
扩大种植面积，将处于万罗路沿线的柏
柳村 1至 4组打造成桃园走廊，以农旅
结合的方式，大力实施乡村振兴。”他认

为，柏柳村应成立一个专合社，再利用
专合社注册皮球桃专属品牌，并将其打
造成柏柳的特色名片，让更多人知道柏
柳皮球桃。

本报讯 近日，由市城乡规划管理
局组织编制的《资阳市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获市政
府批复。

《规划》从海绵城市基底识别、生
态格局保护与恢复、海绵城市建设管
控、分区雨水控制、管控单元划分及目
标分解、建筑公园绿地道路广场等六
个方面，着力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构
建良性水循环系统，综合提升城市防
洪排涝和供水保障能力。坚持点面结
合、整体提升，统筹“绿色”和“灰色”基

础设施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
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
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可
能将城市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让城
市更加绿色、生态、宜居，实现社会和
环境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6月 30日，我市农业系
统选派的 65 名脱贫攻坚综合帮扶
队员分别抵达凉山州雷波、越西等
11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迅速奔赴
工作岗位，投入帮扶工作，比上级规
定时间提前1天。

本次农业系统选派的 65 名综
合帮扶队成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
学历58名，其中研究生学历3名；具
有农业、畜牧业专业技术职称的 60

名，其中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17名。

综合帮扶队成员表示，将积极
发扬资阳农业系统不怕苦、不怕累、
踏实肯干的优良传统，对彝区的地
域特点、产业发展现状、农业生产技
能等方面开展实地调研，科学制定
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规划，着力打
造现代特色农业产业，为彝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蒲敏）6月 26日，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全市旅游系
统赴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
战前动员会。

会议传达了全省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暨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
扶工作队选派管理动员培训会精
神，要求选派人员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讲政治、顾大局；聚焦问
题导向，主动作为、确保脱贫攻坚
工作取得实效；守住廉洁底线，勤

政清政，彰显资阳形象；坚定信
心，发挥特长优势，持续发力、久
久为功。

据悉，市旅发委按照省委组织
部、省旅发委要求，经过层层选拔、
审核，最终确定政治立场坚定、专业
水平高、经验丰富的毛桃、孟渝、王
波 3名同志代表资阳旅游系统赴凉
山州开展为期 3年的脱贫攻坚综合
帮扶工作。6 月 29 日，这 3 名同志
均已到岗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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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桃。 本报记者秦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