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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公告
根据四届市委第十二轮巡察工作安排部

署，从 3 月 30 日起，市委 4 个巡察组采取“1 托
N”方式，对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市公安局、市
财政局、市毗办、空港投资公司等6个单位开展
常规巡察，对市民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经
济合作和外事局、市城投公司等 7 个单位开展
巡察“回头看”，巡察时间60天左右。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常规巡察重点监督检查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贯彻
落实情况，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情况，基
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情况；巡察“回头看”
重点监督检查中省巡视资阳、市委巡察、主题教育
检视问题及其他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既发现老问题，也查找新问题。主要受理反
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县级干
部，以及所属管理和挂靠、代管单位党组织主要负
责人及重要关键岗位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重点受理关于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组织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针对上述巡察内容反映
问题、提供线索。对反映涉法涉诉、个人诉求等
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其他问题的，请按照《信
访条例》规定到相关部门反映。巡察组每天受
理电话时间为：8:30—20:00。

1.市委第一巡察组：市财政局、市民政局、
市经济合作和外事局

联系电话：15760026643
电子邮箱：sjzyswxc1@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

3楼右侧F3电梯口正对面；②雁江区新华路80号
资阳市老年大学大门右侧无障碍通道口；③雁江
区康乐北路45号资阳市社会福利院怡养楼A1区
底楼大门右侧外墙；④雁江区莲花路95号门诊住
院大楼一楼左侧立柱旁；⑤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

9楼左侧F9电梯口正对面；⑥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
楼1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⑦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
楼正大门右侧外墙。

2.市委第二巡察组：高新区、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城投公司

联系电话：15760026645
电子邮箱：sjzyswxc2@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资阳市现代大道2号高

新区管委会1号楼大门进门右侧公示栏内；②资
阳市浙粤工业园市创新创业园1楼进门左侧；③
资阳市外环路中国牙谷科创园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大门左侧；④雁江区槐树中路狮子山街道办事处

（槐树社区居民委员会七组）大门入口右侧立柱；⑤
资阳市雁江区天台路1199号松涛镇政府1楼入口
右侧墙壁；⑥雁江区松涛路一段284号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机关大门左侧立柱正对街道面；⑦雁江区
仁德西路72号市市政处办公楼大门左侧；⑧雁江
区天台路368号市司法环保城管办公楼1楼大厅电

梯左侧；⑨资阳市车城大道139号资阳市城投公司
二楼楼梯口右侧；⑩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1楼正
对电梯左侧通道；11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大门
右侧外墙。

3.市委第三巡察组：临空经济区、市水务
局、市毗办、空港投资公司

联系电话：15760026647
电子邮箱：sjzyswxc3@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雁江区新华路北一巷

85号（资阳市水务局街对面蓝色墙柱）；②雁江
区新华路北三巷 46号（资阳市水务局宿舍小区
正大门左侧墙柱）；③雁江区政府东路62号（原
雁江区政府办公大楼底楼正大门右侧墙柱）；④
雁江区大东街水巷子1号（雁江镇政府正大门右
侧墙）；⑤雁江区临江镇商贸街33号（临江镇政
府正大门左侧墙柱）；⑥市级机关办公区二号楼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⑦市纪委监委机关办公
楼正大门右侧外墙。

4.市委第四巡察组：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卫生健康委

联系电话：18408114622
电子邮箱：sjzyswxc4@163.com
意见箱设置地点：①雁江区车城大道三段

366号市公安局办公大楼一楼后门右侧；②雁江
区正兴街 399号雁江区公安局办公大楼前大门
右侧（公示栏旁）；③高新区兴业西路 7号高新
区公安局办公大楼大门左侧；④雁江区花园路
市公安局监管中心大门右侧（四海国际社区后
门往上 50米）；⑤雁江区狮子路 35号市农业农
村局大门右侧；⑥雁江区三贤祠街道仁德西路
23号市卫健委办公大楼大门左侧；⑦市级机关
办公区二号楼 1 楼正对电梯左侧通道；⑧市纪
委监委机关办公楼正大门右侧外墙。

特此公告。
中共资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3月29日

□ 全媒体记者 胡佳音

搭建互联网学习云平台、开展党史
红色故事主题采访、开设融媒体红色主
题栏目……连日来，我市运用互联网思
维，充分发挥全媒体时代各类媒介优势，
从六个方面着力，助推党史学习教育全
覆盖、广传播。

搭建互联网学习云平台。立足拓展
党史学习渠道，提升学习教育覆盖面，在
资阳新闻传媒中心媒体平台搭建“资阳
市党史学习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以党
组织为单位建立专属“学习二维码”，集
纳党史学习教育理论学习资料，每日向
全市党员推送党史知识，设计互动答题
环节检验学习效果，并通过后台大数据
动态掌握党员网上学习情况，实现对党
员学习教育的有效引导、管理和评价。

开展党史红色故事主题采访。资阳
新闻传媒中心成立宣传专班，组织骨干

记者编辑，开展蹲点式调研采访，走进资
阳党史时间轴，从“红色珍档”“资阳英
烈”两条线切入，聚焦本地重大革命历史
事件、英雄人物事迹、革命老区遗址

（迹），深入挖掘整理感染人、教育人、鼓
舞人的红色故事，追寻红色记忆，传递红
色力量；全面跟进各地各部门（单位）学
习教育举措进展，采取记者手记、基层走
访、在线访谈等多种形式，采访党员、干
部、群众代表，及时推出反响报道；用小
切口讲大道理，用小故事传大思想，推出

“党在心中”“初心再出发”“百年百人”等
系列微访谈，通过基层党员在平凡岗位
上的初心故事、奋进故事，全面展示在党
的坚强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展现干部群众良好精神面貌和幸福
生活。各县（区）融媒体中心结合实际挖
掘本地革命故事，安岳县精准把握革命
老区优势，策划“安岳英雄人物”系列报
道，乐至县结合陈毅诞辰 120周年，打好
元帅故里牌，推出少年陈毅、陈毅故事等
深度报道。

开设融媒体红色主题栏目。受众在
哪里，党的声音就传递到哪里。资阳新闻
传媒中心、各县（区）融媒体中心发挥媒体
深度融合的资源优势，报、台、网聚合发

力，统一开设“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
局”专题专栏，策划推出《我的红色记忆》

《百年抒怀》《微课堂开讲啦》《红色足迹》
等融媒体栏目，以回忆录、经典诵读和微
课堂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讲述党的光
辉历程，宣传党史学习教育举措做法，提
升党史学习趣味性。

推出新媒体主题宣传产品。资阳新闻
传媒中心策划拍摄《通贤1933》《春晖破晓》
等反映资阳革命事件、英雄人物的纪录片；
制作建党百年公益短片《我的名字》，讲述
共产党员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感人故事；
拍摄《光辉1921-1949》，讲述资阳1921年
至 1949 年各历史结点的重大党史故事。
同时，运用新媒体手法“摆龙门阵”“吹壳
子”，对作品进行二次创编，在抖音、快手、
微视等第三方网络平台广泛传播。综合运
用微视频、RAP、漫画、Vlog、二次元等话语
体系，策划推出“在资阳·学党史”等系列融
媒体产品，“百年大业看今朝·我与党同庆
生”“百年大业看今朝·我看新村多变化”

“青年党员·跑好我们这一棒”“100年100
张笑脸”等系列短视频，“感受红色文化·重
温百年经典”开盲盒小游戏等，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语言、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策划线上线下互动活动。聚焦建党
100周年，按照“网上发起+网下组织+全
媒体扩散”的活动思路，策划推出庆祝建
党 100 周年大型主题云展览、献礼建党
100周年 看大美资阳”网络短视频大赛、

“百年党史 我问你答”有奖竞答和“我的
资阳”文学、摄影、书法、美术、短视频作
品主题征集等线上线下互动活动，注重
形式多样，扩大群众参与面，引导干部群
众见证、参与、感受建党百年资阳新成
就。

举办民生系列新闻发布会。为把实
事办得更精准、更有效、更贴近民心，资
阳市精心部署“3+N”场新闻发布会，与
媒体全程联动，主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助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群众把实
事办好、把好事办实。重点聚焦农村公
路品质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公共卫生服
务提能等民生领域，围绕“问需于民”“亮
项于民”“报账于民”主题主线，举办系列
新闻发布会，畅通网上新闻发布渠道，公
开征集群众急盼解决的民生事项，发布
为民办实事的民生事项清单，晒民生事
项落实完成情况，主动回应民生关切，接
受群众监督，展示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
新变化、新气象和新成效。

□ 姚琪

日前，笔者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双祠堂村看到，一边是绿油油的
柑橘树遍布山野，一边是工人们正忙着整理移栽新一批柑橘苗。

而在三年前，这里还是村民零散的粮食作物或撂荒地。如今，
土地裹上绿装，变身为近3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

这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当地两位村民——李茂富、李祖位。
2017年，他们在邻近村民的影响下，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 以前常年种的都是玉米、油菜等，挣不了多少钱。我们去安
岳和内江等地考察，发现种植果树怎么都要比我们种植庄稼更挣
钱，就想我们也要回去种植，不仅自己能致富，也能带动周围村民
致富。”李茂富回忆道。

在镇、村干部的协调帮助下，李茂富二人通过流转村民的土地
和利用村里的荒地种植柑橘220余亩。2017年4月，第一批柑橘正
式开始育苗。

同时，也吸引了当地不少村民前来务工。在最忙碌的套袋环
节，务工人数能达到七八十人，其中20%都是当地贫困户。

“一年流转一亩土地有 400多元钱，加上在这儿务工差不多挣
得到5000多元钱，一年收入就有七八千元。”双祠堂村7组村民、60
岁的陈明安高兴地说。

2019年，第一批柑橘树成功挂果。“2019年就产出 60万斤的
果实，当时的市场价格也非常好，人家来我们地里收都要4元钱一
斤。” 第一年就有这样的成绩，李茂福十分高兴。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果园实时调整了柑橘品种，从之前单一的
大雅，发展到现在的春见、沃柑、爱媛38等多个品种，李茂富两人也成
立了专业合作社，近两年来年产值近40万元。现在，他俩又开始培育
出售柑橘树苗。他们说，要让更多的荒地变绿地，荒坡变果园。

本报讯（实习生 刘含颖 全媒体记者 贺紫涵）4月 7日，市残疾
人联合会第四届主席团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调整主席团委
员，总结2020年全市残疾人工作，安排2021年工作，并通过了主席
团执行理事会新任副理事长人选。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残工
委主任、市残联第四届主席团主席刘华彬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建党 100周年，
全市各级残联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力加劲做
好残疾人事业发展各项工作。要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在准确把
握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加快补齐发展中的
短板，高标准编制资阳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建立残
疾预防和康复工作机制，健全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制度，完善照护和托养服务机制。要保障残疾人平等教
育和就业的权利，持续发展残疾人文化体育事业，不断加强服务残
疾人的机构、设施建设，培育发展助残社会组织。要以更加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奋发有为的工作干劲，奋力开创残疾人工作新局
面，为推动全市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苏秋伃）为防止档案资料的损毁和流失，有
效保护和利用档案资源，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4月7
日，市档案馆与资阳新闻传媒中心签订档案资料接收征集协议。

根据协议，资阳新闻传媒中心将在接收征集时间内，收集整理
档案资料，以移交、捐赠的方式交给市档案馆，市档案馆将按照不
同门类、不同载体档案的保管保护要求，提供与其相匹配的保管保
护条件。这些档案资料包括：反映我市历史文化情况的城乡建设、
重要活动、重大事件、重点工程项目、城市发展变迁、知名企业、老
字号形成等照片、影像、专题记录片等；我市各个历史时期的报纸、
刊物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实物等。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我市启动了18类特色档案的征集工作，
资阳新闻传媒中心的新闻产品等资料属于征集范畴，这些资料见
证了我市城市发展变迁、各项重大活动开展、各类重大事件的发
生，直观地反映了资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了解过去、指
导现在、规划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王季愚，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她早
年就读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先后担任东
北大学、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
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和上海外国语学
院院长。1981年病逝，终年73岁。

1908 年 3 月 18 日，王季愚出生在安
岳县民主乡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目睹
落后贫穷的农村，她立志献身教育事业，
希望以教育改造社会，振兴民族。

1930 年，王季愚考入国立北平大学
法学院。学习期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和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
分盟，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抗
日救亡运动。

1933 年，国民党加紧对各地抗日救
亡的镇压，北平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
许多进步学生或遭逮捕，或被迫流亡，北
平大学法学院也被迫停课。随后，王季
愚辗转重庆、上海，先后在正风中学、新
生女中任教，参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
导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妇女界
难民救济协会相关工作。1939 年，王季

愚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派遣部分

军政干部到东北工作。王季愚被调到设
在佳木斯市的东北大学，先后担任文学
系副主任和文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

1945年 11月，原在延安的外国语专
门学校在哈尔滨复校，王季愚被调到该
校，先后担任政治处主任、副校长、党委
书记、校长。1955年，哈尔滨外专改为哈
尔滨外国语学院，王季愚任院长。1958
年，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基础上建立
综合性的黑龙江大学，王季愚任党委书
记、副校长。

作为新中国外语教学的奠基人之
一，王季愚主张培养外语人才应坚持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既要有过硬的专
业知识技能，又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
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发展外语正规教
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力量，她举办研究
班，培养和造就了一支人数多、水平高、
科学全的干部和教师队伍；提出“学术建
校”的设想，亲手修订了学校《教学大
纲》，使之更符合外语教学规律，适应社
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1964年5月，国务院调王季愚任上海
外国语学院院长。她刚一上任，就带领

一批教学干部到英语系蹲点，调查了解
教学质量，分析师资队伍，检查教学大
纲。但事与愿违，先是“社教”、“四清”运
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一晃就是十
几年。

当时阶级斗争的气氛十分紧张，但
她仍然多次提出“即使对待有错误的同
志也应该是以帮助为主，无情打击是极
左的做法，应该避免”；强调“学生要以学
为主，教师的天职是认真施教，不要因为
运动而冲淡学习。”

因此，王季愚在“文革”中被戴上种种
罪名，遭受残酷打击。1967年，黑龙江大
学的“革命造反派”把王季愚从上海“揪
回”哈尔滨，对她关押、批斗达 28个月之
久，还唆使安岳的“造反派”到王季愚的老
家，挖她家祖坟，砸烂房屋及家产等。

尽管王季愚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打击，但她对同志仍是和蔼可亲，还用每
月 30元的生活补助费，将两个惨遭洗劫
的革命家庭的9个子女接到她家抚养。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王季愚恢
复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职务。她首先
抓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强调要坚持党委
集体领导制度，同时，集中精力整顿和恢
复教学秩序，加强学校正规化建设。王

季愚的眼睛虽然因白内障两次手术，但
她拿起放大镜照样阅读和工作。甲状腺
癌手术后，依旧争分夺秒地开展教学秩
序整顿；成立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一届学
术委员会，她出任主任；恢复学报，创办

《外国语》，她任主编，亲自撰写发刊词，
号召“振兴教育事业，创造灿烂文化”。

王季愚建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外语教学资料中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为学校后来的教学科研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1980年，王季愚患上肠癌。次年5月
6日，与世长辞。 （市委党研室供稿）

杰出的人民教育家王季愚

我市奋力开创残疾人工作新局面

市档案馆与资阳新闻传媒中心
签订档案资料接收征集协议

果树绿荒地产业更兴旺

发挥媒体优势促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广传播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乐至县童家镇文峰工业园区
内，焊接工人正在焊接挂车底盘，这里
是四川宏泰专用汽车制造基地。2019
年 12 月试生产以来，共生产专用车
1100台，已签销售订单870台，销售收
入 8500 万元。预计今年全年生产专
用车 3000 台，实现产值 3.5 亿元。项
目全面建成后，年产量达10000辆。

全媒体记者赵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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