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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坚 决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工业园区管委会

岗位送到家门口

阳春三月，乡野绿沃春意

浓。走进永城镇大桥村，只见屋

舍俨然，田园生机勃勃，好一派明

媚的乡村风光。

在嘉超农业种植基地，58 岁

的建卡贫困户杨万惠正忙着管护

柑橘苗。由于该村大力发展村集

体经济，引进业主发展蔬果产业，

杨万惠和其他村民经村干部搭

桥，被推荐到基地打工。

然而，记者却了解到，去年大

桥村党总支因党员示范带头不

够、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等问题被

确定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那么，大桥村在发展过程中到底

经过了哪些改变，才迎来了如今

的“转身”？

抓硬件
提升对外窗口形象

3 月 20 日，在大桥村便民服

务中心，村民袁应杰正在村干部

的指导下办理健康证明，准备外

出务工。

“便民服务中心改新了好，办

事都感觉亮堂得多。”袁应杰说，

去年在外打工一年，今年春节回

到村里，第一眼就发现村便民服

务中心变样了，以前这里门窗是

木头做的，破旧得很，哪里像个办

事的地儿。

过去，该村便民服务中心由

于管理不善、设施老化、功能设置

跟不上等原因，导致群众来此办

事的印象很差。

对标“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存在的问题，大桥村首先从硬件

着手，改造修缮村便民服务中心，

提升对外办事窗口形象，刷新群

众印象。

通过向镇党委政府和挂钩部

门等争取支持，该村按照标准化

建设要求，重新规划了村便民服

务中心功能布局，更换了门窗，新

增了书架书籍，为群众办事提供

优质的服务环境。

同时，推进室外场地建设，更

新完善户外公示牌，及时向群众

宣传党和政府的惠民利民政策，

做到村务公开，积极营造共建、共

管、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练内功
激励党员干部责任担当

党支部是党在农村最基层的

组织，是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党员干部是乡村振兴的骨干力

量。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大桥村党总支深入查

找存在问题，剖析问题产生原因，

制订“一支一策”，明确整顿目标、

实施步骤和工作措施，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打表推进，力促党

员转化提升。

从规范组织建设、强化党员

教育管理着手，该村党总支扎实

开展主题教育，通过党员自学、干

部帮带学、集中讨论学等方式，加

强党的理论学习；组织开展到四

川乐山学习集体经济发展、参加

区级各种业务培训，练好党员干

部内功，切实提升班子成员综合

素质和履职能力。

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制定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党员积

分管理、星级党员评比、组织党员

志愿服务，发挥村“两委”班子和

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各

项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

正轨。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该村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日夜守卡点、挨家挨户宣传防疫

知识、巡逻劝导护全村安全……

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干部辛

苦，常常深夜都还在忙，就是为了

让我们加强防护注意安全。”疫情

无情，却让大桥村的干部群众把

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强产业
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2018 年，大桥村在区农业部

门和永城镇的支持下，发展村集

体经济，种下 50 亩果树，但因为

发展思路不明晰、产业品种单一、

果园管理不善，果树投产周期长

等原因，村集体经济没能产生收

益。

对此，该村结合实际理清发

展思路，对50亩果园进行标准化

改造，改良土壤，补栽柑橘苗，并

套种经济作物填补柑橘投产前的

收益空档。还引进业主发展了

120 亩草莓园、460 亩大棚蔬菜、

850 亩三黄柚，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丰富全村产业业态。

眼看产业已经进村，村干部

立即对接业主，洽谈基地用工事

宜。经过村干部牵线搭桥，该村

部分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建卡贫

困户实现了家门口上班。“多亏了

村干部介绍，我到基地打工，不仅

能照看家里，一个月还有1200元

收入。”杨万惠说。

目前，该村已探索构建党总

支主导、合作社经营、村集体和群

众共同收益的发展模式，以“党总

支+合作社+群众”为主线，由村

党总支书记抓总、责任心强的村

干部具体管理，吸纳群众加入合

作社，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

练内功强产业 山村发展春意浓
本报记者 刘柳吟

村民正在果园内松土除草 记者 刘柳吟 摄

本报讯（记者 江于同）近日，

记者从区林业局开展的森林防火

宣传活动中获悉，全区启动森林防

火检查站、卡、哨 160 余个，筑牢森

林防火屏障。

清明节将至，春耕农事活动增

多，火源管控难度加大，火险隐患

凸显。对此，区林业局组织林区护

林员，对林场附近村民进行挨家挨

户宣传防火知识，提醒村民注意用

火安全，并在林区的醒目位置和村

民家门口张贴防火标语。同时，加

强巡查，严厉禁止林区内上坟祭祀

烧纸等一切野外违法违规用火行

为，将森林防火关口前移，杜绝火

灾隐患，加强火源管控。

据了解，截至目前，区林业局

印发了森林防火通告3000余份，张

贴在主要路口路段；在国有林区悬

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牌200余

块。并安排340余人守卡、600余人

巡山护林，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

位。

“三、四月是森林防火的关键

期，我们以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为

抓手，大通量加大森林防火宣传，

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以林长制

试点为抓手，加大森林防火巡护力

度，形成严密的森林防火墙；以专

项行动为抓手，加大野外用火查处

力度，形成震慑，杜绝较大以上森

林火灾发生。”区林业局预防安全

科翟军鹏说。

160个卡哨站点筑牢森林防火屏障

本 报 讯（记 者 张 学

成 通讯员 李杨 谢佳

佳）“报告队长，瀛山村发生

森林大火……”“全体队员，

火速前往着火点扑救。”随着

应急队长一声令下，整齐列

队的森林防火应急队员迅速

前往着火点进行扑救。

3月26日，永城镇80余

名综合应急队员在瀛山村开

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根据火势情形，应急队

长组织一队人员用铁铲等扑

火工具打灭火苗，二队人员

用铁铲、镰刀等工具清除火

源周围杂草，三队人员铺设

水管，利用水泵抽水，用水枪

灭火（如图），防止火苗顺势

蔓延。

火扑灭后，应急队全面

检查火灾现场，确保无火后，

安排 4 名队员看守现场，其

余人员有组织撤离演练现

场。

“此次森林防火应急演

练，既检验了永城镇应急反

应及后勤保障能力，又锻炼

了应急队伍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协同

作战能力，达到了预期效

果。”该镇相关负责人说。

“使用灭火器时，先拔保险销，对准火焰根部喷

射……”近日，石角镇组织26名民兵开展森林防火、

防汛抗洪、反恐维稳等综合应急训练，以理论讲解与

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对民兵进行了灭火器操作、

电锯和抽水泵使用、森林防火重点难点等方面的培

训，提升民兵应急队伍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

通讯员 周倩 摄

永城镇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黎梨）“王元贵，我

这里有工业园区 10 多家企业的用工

需求，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儿子儿

媳的岗位。”近日一大早，区工业园区

管委会工作人员张天友便带着自己挑

选好的企业用工需求，来到对口帮扶

的贫困户王昌东家中。“你们挑选中意

的两三家企业，我帮你们对接，然后带

你们去企业现场看。”

王元贵家住古南街道尖山村 7

组，家里一共 5 口人。由于自己和老

伴有病，孙女读书，家庭的主要收入全

靠儿子儿媳在外打工。

“前段时间通过微信、电话已经沟

通过，也推荐了一些岗位，他儿子都不

是很满意，现在疫情逐步好转，我就把

岗位表拿到家里来帮他们分析。”张天

友说，受疫情影响，园区企业复工复产

后，用工需求量增大，空缺的工作岗位

增多，这正是帮助贫困户就业的好时

候。

“他推荐的企业工资待遇都不错，

有五险，还有夫妻宿舍，儿子儿媳在一

起上班也能够相互照顾，回家也很方

便，我们会认真考虑，争取找个稳定点

的工作。”看着张天友对自家的事情这

么上心，王元贵感激地说道。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

坚。随着企业的复工复产，区工业园

区管委会对企业用工需求情况进行摸

排，建立岗位信息台账，及时提供给有

就业意愿的贫困户，有针对性地开展

劳务对接，并建议辖区企业复工后根

据用工需求，优先录用贫困人口。

“既要帮助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

业，提高家庭收入，也要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需求，推动企业恢复产能。”区工

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王光莉

说，“我们将进一步汇总当前在家的贫

困劳动力信息以及就业意愿，为贫困

劳动力开展定制化帮扶服务，精准匹

配用工双方条件并推荐就业，确保在

符合用工条件的情况下，有意愿的贫

困户能就业，有需求的企业能用工。”

本报讯（记者 江于同）3月22日

至28日是第三十三届“中国水周”，近

日，区水利局在鱼栏咀水库公开销毁

违法垂钓渔具，打击非法垂钓，提高大

家珍惜和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本次销毁收缴渔具有各类鱼竿

200余根，以及各类竿包、渔网等辅助

类工具。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铁锤

将鱼竿锤烂，防止违法人员再次利用。

“违法人员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进

行违法垂钓，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饮用

水源的水质。公开销毁违法垂钓渔

具，目的就是震慑违法垂钓分子，保护

我区饮用水源及其水域生态环境。”区

水利局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杨勇表示，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强日常

监管，加大饮用水源地的巡查和执法

力度，打击非法垂钓、捕鱼等各类违法

行为，从严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的将移

送公安机关处理。

我区公开销毁
一批违法垂钓渔具

扶欢镇插旗村积极推动产业扶贫，今年建设200亩共青团示范田，发展“狮

口馋”大米产业，促进农户脱贫致富。图为3月25日，区农委农技专家、青年志愿

者送技术上门，在插旗村开展“稻鱼共生”技术培训。 记者 吴长飞 摄

3月26日，东部新城管委会组织职工无偿献血。据悉，东部新城管委会已连

续两年组织该项活动，当天共有18名职工参与，共计献血6200毫升。区中心血

库副主任赵静介绍，长期坚持适量献血，可使血液粘稠度降低，缓解或预防高粘

血症，有益身体健康，也可以帮助他人。 记者 黄辰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