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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庙村：志气高昂脱贫奔小康
□ 全媒体记者 黄智微
安岳县护建镇双庙村距县
城 50 公里，以前全村只有 2 公里
主路是水泥路，其余道路都是烂
泥路，交通极其不便，农产品很
难卖出去；村上没有一盏路灯，
孩子们早出读书很不安全……
受自然条件限制，双庙村产业薄
弱，劳动力缺乏，是一个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
修路建房，打水井装路灯，
改善基础设施；培养致富带头
人，种柠檬、
养小龙虾，带领村民
一起“挣票子”……随着市道路
运输管理局派驻双庙村工作队
的到来，这个贫困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如今，村里环境好
了、村民腰包鼓了，大家脸上的
笑容也多了。

“85”
后班子
掏出心窝子 迈开大步子
作为双庙村的“第一书记”，1988 年出
生的谢昊阳和另外两位驻村队员在 2018
年夏天来到村上。加上同为“85 后”的三
位村委干部，一支年轻有活力的村级领导
班子组成了，他们一起坚守在脱贫攻坚一

线已经 2 年多了。
路边的新房子。10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11 月 17 日，记者见到谢昊阳的时候他
不仅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卧室等，家里还
已经 1 个多月没有回家。他的头发有点长
通上了水电气。
有点乱，鞋上沾满了泥土，身上背着的小包
水泥路修到每户贫困户家门口，院坝
里装着工作记录本、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台
也从烂泥坝子变为水泥硬化地，一盏盏太
账和联系电话。
阳能路灯不仅照亮了孩子们的上学路，也
“年轻人干得到啥子事哦。”
“ 他们就 “点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
是来走过场的……”谢昊阳告诉记者，刚
“以前我们用打米机都只有等到半夜，
到村里的时候，并没有村民支持和信任他
大家都不用电的时候才能用。”双庙村 1 组
们。甚至通知贫困户开会，都没有几个人
村民李长金告诉记者，通过危房改造、安全
来参加。
饮水保障、安全用电改造等扶贫项目，全家
“他们不来，我们就一家一家地去拜
人不仅住进了新房子、用上了更方便的水
访。”面对村民的不配合，谢昊阳和驻村工
电，家人看病、娃娃上学也都有了保障。
作队队员一同上门走访，拉家常、询问需
吴尚东和李长金两家人生活的改
求、认真倾听群众诉求。
变 ，只 是 双 庙 村 村 民过上幸福日子的一
得知村民贾双强申请残疾证遇到困
个缩影。
难，
谢昊阳几次开 4 小时的车往返双庙村和
记者了解到，该村纳为贫困村以来，
资阳主城区，向市残联、市医保局咨询相关
共建成 3.5 米宽通村公路 3.5 公里、生活便
情况，最终帮助贾双强办下了一级残疾证
道和小板路 3 公里，水泥入户路实现户户
书。时常，
夜深了，
村委会办公室还亮着灯， 通，新建山坪塘和蓄水池各 1 口，整治山
村民们也习以为常，因为他们知道，那群年
坪塘 5 口；完成 C 级危房改造 12 户、D 级
轻人又在加班整理完善扶贫资料……
危房改造 7 户，易地搬迁 5 户，人居环境改
造 17 户，完成“厕所革命”5 户，新打水井
贫困户
20 口。对于贫困户中存在的无电视机、无
安全饮用水、无安全用电的情况，驻村工
住进新房子 过上好日子
作队积极联络帮扶部门，争取资金，实施
“以前住在山坡上，上街要花 1 个多小
了电视机购置、安全用电安装、水井挖掘
时，吃水还要爬坡上坎地去挑，怎么也没想
等项目，实现全村贫困户户户有电视、家
到现在能住这么漂亮的房子。”双庙村村民
家有电用、人人有水吃。目前，双庙村安
吴尚东站在自家新房里，
开心得合不拢嘴。 置 太 阳 能 路 灯 226 盏 ，建 设 村 级 阵 地 约
吴尚东老宅是建在山上的土墙房，居
400 平方米，涵盖村文化室、卫生室、便民
住条件差，住房不安全。2018 年，通过易地
服务室、广播室、文化舞台等，全村覆盖无
扶贫搬迁，吴尚东一家人住进了修在水泥
线网络。

授人以渔
培养“领头羊”带头“挣票子”
扶贫先扶志，基础设施建设好了后，如
何让群众的思想发生转变，变被动脱贫为
主动致富？谢昊阳和同事们经过讨论形成
共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双庙村 5 组村民贾佑斌长期在外打
工，照顾不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便有了回
乡创业的想法。得知情况后，谢昊阳和同
事决定把贾佑斌培养成致富带头人。 通
过村集体经济，支持贾佑斌建成 30 亩水产
养殖基地，现在贾佑斌年收益可达 8 万元
左右。贾佑斌的水产养殖基地不仅为自己
增加了收入，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务工岗
位，村民们跟着他一起
“挣票子”
。
11 月 17 日，贾佑斌正在打捞田里的秋
苔和浮漂。
“ 我田里有小龙虾、草鱼、鲫鱼、
鲤鱼，今年 6 月份小龙虾就卖完了，9 月份
又投入了新的虾苗。”贾佑斌兴奋地说，最
近主要在卖基地产出的鱼，同时管理虾苗，
争取等到明年春天早虾上市有个好收益。
提及如今在家养虾的日子，贾佑斌感
觉很踏实：
“ 不仅能和家人在一起，还能挣
到钱，同时也带动周边村民一起赚钱，比在
外面打工的日子要幸福得多。”
如今，不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也有
更多村民行动起来。他们或因地制宜种植
柠檬，或种水稻、养虾子，不少贫困户还养
起了猪，村集体经济也长效发展了水产综
合养殖 30 亩、柠檬种植 70 亩。眼下的双庙
村，大家正全力打拼，
积极奔向幸福小康。

大佛村：
把准党建“定盘星”下好集体经济“先手棋”
□ 陈娟
“今年年底，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总收
入可达 50 万元。”在被评为“2019 年四川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村”的一年来，雁江
区丹山镇大佛村党支部发动党员干部挨家
挨户走访调查，征求村民关于村子发展路
径的意见建议，并多次组织党员和村民代
表外出学习，最终确定以“乡村旅游+特色
稻渔”为主导产业。通过党建引领，丹山镇
集体经济在今年又取得新的成绩。

规划先行
提升集体经济活力
为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要，今年 5 月，
大佛村以村集体经济全额出资成立村级平
台公司——资阳市雁江区大农和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负责村集体资产的经营，规划制

定大佛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计划，
“两委”3
名干部进公司抓管理、搞监督，确保公司健
康高效运转。通过“党总支+平台公司”的
模式，最大限度发挥党组织统筹协调、示范
引领的作用。
目前，大农和农业开发公司业务涉及
村垃圾清运服务、农业发展和劳务服务等
领域，运转情况良好，仅 4 个月时间就盘活
闲置土地 400 余亩、村小 1 个、报废宅基地 2
个，解决闲置劳动力 500 余人。

党建引领
建一支农旅发展核心队伍
在新一轮村级建制调整后，大佛村党
总支成立，并及时调整下设支部设置模式，
成立产业支部、农旅支部和劳务支部，分别
负责稻渔、樱桃、李子等农业产业发展，
“荷
花节”
“ 稻香节”等特色旅游产业发展和环

境卫生、工业企业等劳务服务，实现党支部
与发展紧密结合。
大佛村还坚持村“两委”班子成员公开
履职承诺制度，全面完善和落实村“两委”
议事决策机制，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一监
督”制度。通过“合同制”，明确经营模式、
股权分配、效益分红，继续加强政策倾斜、
项目支持、资金帮扶等举措，持续巩固集体
经济、合作社、村民、支部各种搭配模式，确
保集体经济发展规范有序。通过发展集体
经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现“连
心、
连责、
连利”
，
带动群众多渠道增收致富。

抢抓机遇
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丹山镇推行“多村合作，定点
打造”项目。大佛村抢抓机会，联合原华光
村、天池村等，整合 6 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

和扶持资金，采取整村入股的方式，积极探
索“产业发展、劳务服务、入股分红”集体经
济发展模式，着力壮大集体经济并增强抵
御风险的能力。大农和农业开发公司承包
了大佛村和相邻 5 个村的垃圾清运用工业
务，并统一管理大佛村 500 余名闲置劳动
力，通过劳务派遣收取劳务管理服务费，预
计今年将实现集体经济增收 14 万元。通
过修缮闲置宅基地，以产权和现金入股的
形式，参与退役军人的火锅店经营，预计今
年租金加分红能达 15000 元。
为推动稻渔综合种养科学化、规模化
发展，大佛村探索“村党组织+村集体经济
平台+合作社+村民”的模式，由集体经济
合作社牵头承包了全村 5 个村民小组的土
地，打造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同时，借
助大农和农业开发公司，采取市场化模式
运营产销农产品，重塑“丹山稻米”
“四大家
鱼”等高品质、生态特色农产品品牌。

安全小知识

冬季防火常识
烟气妨碍人员逃生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烟气的毒害性。虽然烟气中的成
分并不都有毒害性，但是无毒气体也会妨
碍人的呼吸，降低空气中氧的浓度，造成
因缺氧而死。
（2）烟气的减光性。烟气的减光性是
指烟气降低人的能见度，
这就使人们不能迅
速逃离火场，
增加了中毒和烧死的可能性。
（3） 烟气的恐怖性。在发生火灾时，
特别是发生轰然后，火焰和烟气冲出门窗
孔洞，浓烟滚滚，烈火熊熊，使人们产生了
恐怖感，常常因此造成了疏散过程中的混
乱局面，使有的人失去了正常活动能力，
有的甚至失去理智，惊惶失措。
怎样使用湿毛巾防烟？
（1）折叠层数要依毛巾的质地而异，
一般毛巾折叠 8 层为宜，这样烟雾浓度消
除率可达 60％。
（2）使用时要捂住口和鼻，虑烟面积
要尽量增大。
发生火灾时人被困在室内怎样呼救？
发生火灾，情况复杂，人被围困在室
内，有时不了解周围失火情况，一时不能
撤离火场。由于火势凶猛，门窗被封住，
烟熏火燎容易迷失方向。
人被大火围困在建筑物内向外呼救，
外面的人很难听到。因为熊熊烈火形成
一道火围墙，向外呼救实际上是很困难
的。此时此刻被困的人应保持冷静，卧倒
在地面上呼救。因火势顺着气流向上升，
在低矮的地方，可燃物已经烧过或还有未
燃烧之处，呼救的声波可透过这些空隙向
外传出。这样外界容易听到呼救声，能够
及时设法营救。

安岳县九韶小学
预计明年秋季交付使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
佳雨）冬日暖阳下，安岳县九
韶小学项目工地一派繁忙。
据悉，该项目于今年 8 月开
工，目前三通（水通、电通、路
通）一平等前期工作已基本
完成，正在进行房屋基础建
设，预计 12 月底进入房屋主
体建设施工，计划明年秋季
交付使用。
据了解，安岳县九韶小
学建设项目属市级重点项
目，位于岳阳镇新村 6 组，规
划净用地面积约 66 亩，办学
规模 42 个教学班，建筑面积
18154 平 方 米 ，估 算 投 资
1.4886 亿元。整个教学区规
划有综合楼、教学楼、图书馆
及报告厅。学校建成后，将
有效解决城区北部“大校额”
“大班额”
“ 入学难”等问题，
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向优质均
衡方向发展。

本报讯（实习生 周虹 全媒体记者 李小凤）为助力乡村振兴，
解决镇村群众购债难、缴税难、缴费难的问题，11 月 19 日，中国人
民银行资阳市中心支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资阳市分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阳市分行联合举行中国人民
银行
“国库惠民服务平台”授牌仪式，
为全市 16 个网点授牌。
据悉，国库惠民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后，每个网点都将配置具
备查询国债和代缴医保、社保等功能的 ITM 自助缴费终端 1—2
台，可极大地方便群众办理医保缴纳、社保服务查询等业务。
据了解，近年来，人行资阳中支围绕助力乡村振兴，联合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资阳市分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资阳市分公司
在我市创建了惠民服务平台 178 个，为广大镇村群众提供了购买
国债、代开发票、代缴税费等便民服务。

乐至县积极开展
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
本报讯（李海东）日前，笔者获悉，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及省市相关要求，乐至县于
11 月上旬启动了辖区内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
据了解，石窟寺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
见证，据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统计，乐至县共有石
窟寺及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 59 处。开展石窟寺专项调查，对于
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护状况，系统分析石窟寺保护形势，制定科
学保护政策，建立石窟寺资源数据库，构建完善的石窟寺保护体
系，提升全县石窟寺保护管理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截至目前，全县已对石匣寺摩崖造像、蒙阳山摩崖造像及永
兴寺摩崖造像等 1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年代、地址、GPS 坐标、
海拔、龛窟及造像数量、建筑面积等基础信息进行了登记，填报相
关表册 10 余份，采集照片 100 余张。

“帅乡乐至”
2020 年四川省
桥牌锦标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李成）近日，
“帅乡乐至”2020 年四川省桥牌锦标赛在
乐至县圆满落幕，国窖 1573 队摘得桂冠。
据了解，本次比赛是乐至县举办的第三届省级桥牌赛事，共
有来自省内外的 79 支参赛队伍 430 余名选手参加。经过 4 天的
激烈角逐，通过积分排名，甲 A 级比赛决出六支获胜队，其中国窖
1573 队斩获第一名，绵阳锦烁、上海银行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
普德大雁、成都士兰、蜀山剑桥分获第四、第五、第六名。乐至本
土队伍乐至宏升租赁队成功从乙级组晋升到甲 B 级。

周边

传真

成达万高铁华蓥隧道段
开始招标
计划 12 月 20 日开工
11 月 18 日，
《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华蓥山隧道段站前
工程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告》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发
布。根据招标公告，项目计划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3 月竣
工。
根据公告，本次招标范围为华蓥山隧道段站前工程，线路自
达州市大竹县观音村北侧向西进入华蓥山隧道，于渠县栏桥村出
华蓥山，全长 8.965 公里。
招标内容为站前工程施工图设计范围内（不含双块式轨枕预
制）的全部工程施工，包括桥梁 1 座、隧道 1 座、路基段 75 米。该
段计划于今年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3 月 20 日竣工。
据悉，成达万高铁线路全长 486.4 公里，其中新建铁路 432.4
公里。全线共设天府、天府机场、资阳西、乐至、遂宁、蓬溪南、南
充北、营山西、渠县北、达州南、开江南、岳溪、万州北 13 座车站。
项目总投资 851 亿元，
建设工期 5 年。
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通道建设实施方案》以来开
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成达万高铁建成后，将形成北沿江高
速铁路和成都至北京高速铁路两大高铁通道，极大优化提升四川
省在全国铁路网中的格局。届时，成都至上海、北京的旅行时间
将缩短至 7 小时以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与长江中游、长三
角城市群，以及京津冀经济区实现高效便捷联通，形成轨道上的
城市群。
据四川在线

四川省气象台
发布强降温蓝色预警
11 月 19 日下午，
四川省气象台发布强降温蓝色预警。
四川省气象台预计，受北方冷空气影响，11 月 20—23 日盆地
普遍以小雨为主，局部中雨，盆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冷空气影
响时有 4～5 级偏北风，山口河谷地区风力将达 6 级或以上；24~26
日气温缓慢回升，阴天间多云天气为主，局部阵雨，高原晴。
气象专家提醒，请公众做好防寒保暖措施，应对此次降温降
雨天气过程，谨防感冒。
据四川在线

权威发布
截至 11 月 18 日 24 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 4 例（治愈出院 4 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本地报
告病例密切接触者 0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
触者 454 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
区）公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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