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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杨林和妻子回到老家，并在镇上
租了一间门面，开了一家串串店，但由于经营不
当，亏损近3万元，无奈只好将店面转让出去。

“父母希望我出去工作，不想让我留在家里做
这些。”虽然父母不支持，但杨林为了照顾家人，并
没放弃。在做生意失败后，他在朋友的技术支持
下，投入1.5万元，饲养了近300只窑鸡。

对于创业的前景，杨林信心满满，目前正筹备
养殖小龙虾，因养殖小龙虾周期短，风险较小，适
合村里环境，他打算流转20亩田地来养殖小龙虾。

本报讯（郝萃）近日，市质监局到
乐至开展挂联帮扶活动，到超迪电
器、天翔食品企业调研，帮企业解决
困难，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在超迪电器，帮扶组与企业负责
人就企业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共
同研究解决方案。一是加强企业员
工质量素质培训，不断提升企业质量
管理水平。二是帮扶企业制定品牌
发展战略，提高企业负责人品牌意
识，积极培育园区内企业，争创“四

川名牌”和省、市政府质量奖，扩大
产品出口，提升“超迪”品牌国际影
响力。

在天翔食品，帮扶组得知企业解
决了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后，希望企
业尽快投入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做
好“资味”品牌。针对企业提出的冷
链库房建成后储存量不饱和的情况，
帮扶组指导企业争取国家冻肉储备
任务和其他企业冷冻食品储藏业务，
提高经营效益。

本报讯（张运）近日，笔者获悉，雁
江区按照省市统一部署，采取有力举
措，层层压实责任，全力抓好“2+8+X”
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落实，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该区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2+8+X”工作的重要意
义，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认
真研究，周密部署，层层落实责任，以
诚恳积极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突出
重点，抓实抓细工作推进。按照省
市要求，抓实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
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 8 大内
容。全面实施三大攻坚战，全区农
村贫困人口从 2013 年底的 5.9 万人
减少到 2017 年底的 0.9 万人，贫困发
生率从 7.04%下降至 1.08%；全力推
进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去年空气优

良天数达 303 天，沱江干流水质明显
改善。总结经验，梳理推广提升成
效。积极总结各类特色亮点工作和
试点示范工作，将好的经验做法在
各个层级推广。查缺补漏，全力完
成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按照时间过半、进度过半的工
作要求，有力推进各项工作，上半年
7 大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在全市实现了“总量五个第一，
增速四个第一”；逐项检查政策措施
落地落实情况，确保上级出台的各
类文件、精神在全区层面得到贯彻
落实。立查立改，强化督查整改力
度。坚持实事求是推进工作，对照
自查清理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清单，
明确整改责任、落实要求和完成时
限，及时开展整改，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本报讯（宋岱谦）近日，笔者从乐
至司法局获悉，该局始终抓好“三个
环节”，对到期服刑人员做好解除社
区矫正工作，为服刑人员重新回归社
会，自觉做到遵纪守法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审核工作档案。该局矫正中心
结合司法所工作档案，逐一逐项逐页
对照查阅平时管理、教育、日常工作
开展、社区服务等各类执法活动，查
看记录是否规范完整，开展程序是否
正规，制度是否坚持，落实规定是否
到位。通过档案审核后才给予办理
解除矫正。

组织解矫宣告仪式。为增强社
会效应及警示效果，除未成年社区服
刑人员外，司法所针对社区服刑人员
不同情况，邀请有关部门、村（居）民
委员会、群众代表、社区服刑人员所
在单位、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成员或
者监护人、保证人参加宣告活动；解
除社区矫正宣告统一在社区矫正中
心进行，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主持，社

区矫正中心指定专人督促实施；重点
宣布宣告纪律，宣读对社区服刑人员
的鉴定意见，宣布社区矫正期限届满
依法解除社区矫正，发放《解除社区
矫正证明书》，告知安置帮教有关规
定。

做好安置帮教工作。服刑人员
解除社区矫正后还有3年安置帮教过
渡期，司法所通过多种形式，对帮教
对象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
公德教育，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
善，成为守法公民，并依法对他们在
政策范围内提供一定的帮助，让他们
顺利渡过帮教期，完全改造成为遵纪
守法的公民。

据悉，该县司法局以“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活动为契机，认真分析
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
探讨强化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科技
化、信息化具体措施，确定了以问题
为导向，多形式有重点开展调研，形
成了一批针对性强、操作性高、切实
有效的对策建议。

重大项目有序推进
构筑用水安全大格局

近日，笔者了解到，关刀桥水库、
挂石沟水库、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安岳
段）等“三大”水利重点民生工程正紧
张有序地推进，各项目建设现场忙得
不亦乐乎。

关刀桥水库是四川省都江堰灌区
毗河供水二期工程的囤蓄水库之一，
位于安岳横庙乡境内龙台河上，是一
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乡镇及农村
人畜供水的中型水利工程。目前，导
流放空隧洞、取水洞、溢洪道工程基本
完工；灌区干渠工程正在建设；移民安
置工作正在推进。累计签订库区移民
搬迁安置协议 560 户，已建房 323 户，
其中建好入住216户；移治山安置点正
在规划建房，土地垭口、学堂坡安置点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正在实施；库区乡
镇土地分解到户工作正在推进。

挂石沟水库为小型水源工程，位
于永清镇境内，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
主，兼顾乡镇供水和农村人畜饮水的
小型水库。集雨面积 10.5 平方公里，
总库容 366.62 万立方米，最大坝高
31.80米。目前，挂石沟水库大坝枢纽
工程已基本完工，正在进行蓄水验收
准备。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安
岳段），由明渠、隧洞、渡槽三部分组
成，在安岳境内有 16座渡槽。该项目
预计 2019年竣工投入使用，毗河供水
一期工程主体工程预计在今年12月完
成。目前，累计开工处 190个，累计完
成隧洞工程13个，渡槽工程8座，明渠
工程9处，暗渠工程5处。

全域供水规划
托起百万人“强水梦”

据统计，安岳现有集中式供水工
程 43 处，饮用水源地 43 处，供水总规
模 15.52 万吨/日，能解决约 60 万人的
日常饮水问题。但由于该县区域分布
广，人口众多，供水工程量大且零星分
散，该县的供水保障能力不足。

该县根据水资源条件、人口变动
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书房坝、
磨滩河、朝阳、兴隆、康家桥、报花厅、
关刀桥水库及县城二三水厂共八大
供区实施全域供水，充分利用大水源
建设大水厂，以大水厂为支撑覆盖城
乡供水，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
供水规模化，水厂管理规范化、专业
化。同时，由政府授权专业化供水单
位负责规范化管理，从而确保安岳供
水安全，并实现供水企业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曹礼芹）说起工会
活动，有趣味运动会，有拓展训练，还
有职业技能比拼，而挖花生比赛你见
过吗？8月 7日，市精神病医院工会活
动就组织开展了一场颇有意义的“挖
花生比赛”。

比赛在市精神病医院开心农场举
行。活动中，职工们分为行政后勤组、
男一病区组、男二病区组、女病区组、综
合科室及医技组、老年－心身－大堰康
复组等六个组，每组 20人。一个小时
内合作挖出的花生重量决定各组名次。

随着医院工会主席的一声令下，
参与活动的职工们激动地跳入花生
地。扯花生的一窝一窝地将花生连根

拔起，露水拌着汗水一起浸湿衣服；摘
花生的一把一把地将花生摘下投入篮
中，身上粘连着芬芳的泥土；转运花生
的往返奔波，额头爬满汗珠；后勤保障
的来回穿插，为需要的队员送上矿泉
水……虽然辛苦，但是大家脸上却始
终洋溢着笑容，有的队员忙碌之余，不
忘拿出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发朋友
圈分享快乐时刻。“通过这样的活动，
我们不仅可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放松
心情，体会到耕种的‘粒粒皆辛苦’，还
能感受到团队合作的力量。”外科护士
李玉英说。

据悉，当天职工活动共收获花生
1500余斤。

市建设监察支队房屋征收合法认定工作组

他们工作很亡命
一周摸底600户未登记建筑

近日，记者走进市建设
监察支队房屋征收合
法认定工作组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工作组的人都很
忙，他们的皮肤被晒得略显黝
黑。简单交谈后，他们跟我们讲
述了一周摸底、锁定600户未经
登记建筑，甚至有同事掉进粪池
被村民救上来，在农家简单清洗
后又投入工作的故事。

□ 黄智微 本报记者杨佳鹭

时间紧、任务重，日晒雨淋是
“家常便饭”。认定组组员经常早上
6点多出门，次日凌晨回家。“不要看
我们手里的皮尺小，量出的是群众
权益！”资阳市建设监察支队房屋征
收合法认定工作组组长兰素琴告诉
记者，每一户房屋的认定工作都和
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我们曾经一
周的时间完成了临空经济区资阳片
区项目 600 余户未经登记建筑的摸

底、锁定工作。
在认定工作中，一些偏僻的地

方，因为常年没人行走，道路已经被
野草、树枝覆盖，认定组组员往往是
披荆斩棘才能到达认定房屋所在地。

这 样 的 环 境 往 往 伴 随 着 危
险。房屋产业及公用事业执法大
队大队长向恒东在一次参加房屋
认定工作的时候，为了给同组的其
他同事开路，一脚踏空摔下田埂，

将左手摔断。
流血加流汗，繁杂的工作给兰

素琴记忆最深刻的却是一次午饭后
的小憩。那天认定组像往常一样早
早出发工作，中午吃完饭在施工现
场休息。不到2分钟，周围就响起此
起彼伏的呼噜声。“那个时候感觉我
们有点像抢险战士。”兰素琴脸上露
出一丝微笑，“想起那些时候觉得又
心酸又好笑。”

一些地方本来没有路
都是认定组走出来的

摸底时掉进粪池
简单处理重返现场工作

5月18日，认定组组员程维雪在
牙谷二期项目房屋合法性认定现场
进行房屋锁定，专心致志拍照时不
慎跌入农家粪池，4个村民花费了好
一会才把她救上来。

随后，村民将程维雪带回家冲
洗，并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本
来应该回家休息，为了不耽搁大家

的工作进度，她忍住伤痛和掉入粪
池的心理恐惧，重返现场继续工作
了2个多小时。

“农家粪池一般有 2 米左右，当
时粪水已经淹到我膝盖处了，如果
没被及时救上去可能人都没了。”说
起当天的情景，程维雪还有点后怕。

据悉，2017 年以来，资阳市建

设监察支队共摸底认定 2099 户，
共 53 万余平方米，全力参与保障
了娇子大道西延线、城南大道成
渝高速公路城南接口建设项目、
垃 圾 填 埋 场 片 区 城 中 村 改 造 项
目、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项目、牙
谷小镇项目等重点征收认定项目
的推进。

为照顾家人
他舍弃高薪返乡创业
雨后，微风拂过，竹叶
簌簌作响，嫩绿的竹叶
间，残留的雨水滴落在

泥泞的土地上，在这片幽静的竹
林中，不时传来阵阵“咕咕咕”的
鸡叫声。

这片位于雁江小院镇凉水
井村16组的竹林是村民杨林家
的，自去年12月起，杨林便将此
处作为300只鸡的饲养场。然
而，在此之前，杨林一直在外工
作，是什么让他放弃在外打拼的
事业返乡创业呢？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杨林，37 岁，体型微胖，是一名获
得中级职称的电气工程师，自 1999 年
初中毕业后，他一直在全国各地打
工，在北京工作时，能拿到一万多元
月薪。

2012年，杨林放弃了电气工程师的
工作，在北京当起了“包工头”。“那年运
气很好，赚了 20多万元。”杨林回忆说，
刚开始做“包工头”，一直都很顺利，直
到 2015 年，工程资金不足，项目做下

来，可能没钱赚，甚至亏本。
2017年，杨林放弃继续包工程，想

做回“老本行”。可在这时家里出现了
状况，母亲一直患有糖尿病、高血压，
长期干农活的父亲又患有腰间盘突
出、骨质增生、脑梗塞等病，10 岁的大
儿子，由于缺少父母陪伴，性格也出
现了些问题。

为了方便照顾家人，杨林决定：放
弃上万月薪的工作，回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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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

全力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安岳

全力确保用水安全

市精神病医院

工会活动比赛挖花生

市质监局

指导帮扶乐至企业发展

□ 吴双桂

今来以来，安岳围绕重点水利设施建设项目、全
域供水规划等工作任务，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统筹
谋划，确保用水安全。

乐至司法局

扎实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解矫工作

杨林和母亲正在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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