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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民之所需 干民之所盼
———沿滩镇开元路社区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 卜一珊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地见效，今年
以来，沿滩区沿滩镇开元路社区积极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办民

之所需、干民之所盼，努力为群众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题。

点亮路灯暖民心

“之前小区这几盏路灯都坏了，一到

晚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现在路灯亮
了，大家出行也方便了。”社区居民罗义
聪指着路边刚刚亮起的路灯，发出了由
衷的感叹。

开元路社区管辖的小区大部分属于
无物业老旧小区，路灯损坏后一直无人维
修，影响了社区居民夜间出行安全，于是

社区充当起“物业角色”，工作人员定期查
看路灯情况，及时解决路灯故障问题。

目前，社区已维修更换路灯 14盏。路
灯“亮”了，民心“暖”了，不仅扮靓了小区
的夜晚，更点亮了百姓的幸福生活。

管道疏通解民忧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社区网格
员尹华章每天都会到自己的网格走访。
前不久，他看到安居巷小区附近的居民
外出时总是掩鼻绕道而行，这引起了他

的注意，随即向居民了解情况。
原来，安居巷 43栋单元楼前的化粪

池堵塞，天气炎热导致臭气四溢，给居民
生活带来较大困扰。尹华章及时向社区汇

报了此事。
社区立即与该单元居民协调集资整

治，并请专业人员对此处的化粪池进行清
淤疏通。“非常感谢社区及时协调，为我们
疏通了这‘堵心’化粪池，难闻的味道终于

没了。”居民王春常高兴地说。
类似的管道堵塞问题，今年社区工

作人员已经协调解决了 20 余次，他们
用实际行动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增

强了居民对社区的信任，使得居民生活
更加舒心。

协调纠纷纾民困

近日，梨园路 16栋 1号居民何宗勤
来到社区向工作人员反映：他家厕所墙体

渗水日益严重，已经影响到家人正常生
活。估计是楼上水管漏水导致墙壁受损。

社区接访人员了解情况后随即同居
民前往现场核实查看，经确认，房屋受损
确是楼上水管漏水所致。社区工作人员立

即与楼上居民取得联系，并综合两家意
见，妥善处理了漏水问题。事后，何宗勤感
激地说：“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很久，为你们
点赞！”

处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的第一线，
开元路社区始终秉承为民服务的宗旨理
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该社区已切实为民办实事 50余件。

对通过宴请、安排消费活动，

快递邮寄、电子红包、网上转账等
方式赠送礼品礼金，以及打电话、
发信息、当面拜访、委托他人出面
等形式，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

拉票、串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

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
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依法处
理。

严禁拉票贿选

本报讯（记者 周姝）近日，市委
常委、副市长王磊主持召开全市研
学旅行实践工作推进会，副市长陈
张铭出席会议。
会上，学习了全省研学旅行大

会精神和《四川省教育厅等 14部门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
实践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研

究了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起草的《自贡市关于进一步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工作的
实施意见》《自贡市推进研学旅行实
践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贡井区政

府、富顺县政府、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作了交流发言，分享了所辖区域、行
业领域推进研学旅行实践工作的经
验做法，并提出意见建议。

王磊表示，研学旅行实践工作

涉及面广，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好省
上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认真研究
下一步工作举措，建立健全研学旅
行服务标准、督查评价体系、安全
保障方案、事故责任界定及纠纷处

理机制，确保有序推进。

王磊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整合

利用好现有资源，精准目标统筹规
划，打造特色研学基地，科学策划
主题线路，开发设计适用课程；要
建立专门的协调议事机构，加强研
学旅行从业人员管理、资质认证，

着力培养专业的研学旅行指导人
才队伍；要多学习先进地区的工作
经验，注重宣传引导，推进自贡研
学旅行产业高质量发展。

陈张铭指出，研学旅行实践工
作是立德树人的具体措施，是落实
“双减”的有效方式，要把研学旅行
实践工作纳入全市基础教育计划
体系，在建立组织架构、完善评价

机制、健全保障体系、培养人才梯
队、加强宣传引导等方面下功夫，
让老师、学生、家长、社会共同参与
其中，让本地特色“走出去”，把外

地客源“引进来”。
会后，市教育和体育局、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分别印发了《自贡市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实践工作的实施意见》《自贡市

推进研学旅行实践工作方案》。

本报讯（记者 李
秋玥）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弘扬民族
精神和抗战精神，9
月 2 日，自贡市总工
会开展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6 周年 主题座 谈
会。

与会代表回顾

历史，作了交流发
言。大家纷纷表示，
要从抗日战争胜利
中汲取伟大的精神
力量，大力弘扬和培

育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落实“组织起来、切
实维权”的工作方
针，积极引导广大职

工自觉站在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维护
稳定的前列，坚持发

展工人阶级先进性，聚焦全方位推进高

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中国梦·劳动美”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
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不断扩
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增强工会组织凝聚
力，更好地担负起时代赋予工会组织的

历史使命，让“再造产业自贡 重铸盐都
辉煌”成为广大职工的共同信念和行动

自觉。

波涛汹涌，奔势澎湃，
形如万马驰过，声若雷霆震

撼。近日的大雨导致旭水河
猛涨，河水流经贡井平桥，
形成了壮观的城市瀑布美
景。
记者李秋玥 摄于 9月 4日

□ 牟丽记者 卜一珊

为了解决企业“不会治污、治不好污”
的问题，2019年，沿滩区在全市率先开启
“环保管家”管理模式，对区内重点企业开
展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如今的沿滩，天更
蓝了，水更绿了，企业发展更平稳，营商环
境不断优化。

为了更好地推进“环保管家”管理

模式落实落地，《沿滩区“环保管家”驻
企实施方案》《沿滩区“环保管家”驻企
管理办法》相继出台，不仅明确了“环保
管家”的具体职责、服务内容，还配套相

应的管理办法，推进“环保管家”职责到

人，落地落实。
“环保管家”由沿滩区环委办直接负责

进行抽查、调度，并公开监督举报电话，广
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此外，针对“环保管
家”工作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沿滩区采用

“双追责”机制，不仅对环保管家进行追责
问责，还会依法追究派驻单位的管理责任。

据悉，190名“环保管家”上任以来，

以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基础，针对

企业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和困难，全面排查企业环境
风险隐患点，科学制定工作措施，协调
解决污染纠纷，破解企业防污治污制
度、基础设施短板，累计形成“体检”报

告 190 份。
针对发现问题，“环保管家”当好企业

参谋，在污染防治方面提供技术服务和治

理支持，坚持能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不

能立即整改的制定方案推进问题整改，累
计帮助企业解决环境问题 1204个，消除
环境风险隐患点位 194 个，环境监管由
“事后惩罚”向“事前引导服务”转变。

通过“环保管家”管理模式，沿滩区

达到立案查处标准的环境违法行为显
著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20 年，全
区累计空气优良天数 308 天，PM2.5、
PM10、臭氧浓度均值分别下降 18.8%、
24.8%、12.9%；釜溪河沿滩段出境断面
平均水质保持 IV 类标准；碾子滩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实现稳定达标。

□记者周姝

金秋时节，人们盼了一年的甜
“猕”如期相约。9月 3日，记者在自流
井区仲权镇竹元村的绿之源家庭农场
看到，50亩猕猴桃树郁郁葱葱，藤架上
缀满了成熟的果子，即使套着果袋也
包裹不住诱人的清香。

一波波游客正穿梭在藤架下，仔
细挑选果实，体验采摘的乐趣。“去年
我们就来采摘过猕猴桃，味道很好。所

以今年又带着家人来采摘了。”市民张
女士提着的果篮里，装满了新鲜的猕

猴桃。剥开一颗猕猴桃，果汁溢出，抿
上一口，果肉细嫩，香甜清爽。

农场的主人是一对夫妻———今年

都是 33岁的张超和张玲。2013年底，
两人投入 80 余万元成立了绿之源家
庭农场，开始种植猕猴桃。“农场里种
植的是东红红心猕猴桃，黄肉红心，含
糖量 18%以上，比较耐贮耐运。”张超
一边忙着为一篮篮的猕猴桃称重，一

边告诉记者。
“今年预计收成可达 12500公斤，

收入 25万元。自 8月 14日以来已经
卖了 9000 公斤，最多的一天就卖了
1500公斤，每公斤价格在 20元至 24
元不等，游客可以采摘到 9 月中下
旬。”张超告诉记者，这里的猕猴桃利
用发酵动物粪便、菌渣等有机肥进
行栽培，不催熟、不打蜡，都是纯天然
果子。

“一般是熟客预订或者游客上门

自采。”张超说，因为是绿色种植，这些
猕猴桃的卖相和品质都很好，在市场
上颇受欢迎。每到收获的季节，经常会
有城区的游客前来采摘，还有不少熟
客要求送货上门，最多的时候一天送

了 50多趟货。同时，通过电商平台，张
超夫妻把猕猴桃卖到了全国 20 多个
省市。

因管理得当、技术过硬，该农场
猕猴桃产量一直比较稳定，张超也

因此成了仲权镇知名的猕猴桃种植
能手，他还当起了农民夜校培训班的
老师，传授红心猕猴桃和食用菌种植
技术。

对于未来，张超、张玲夫妻充满

信心。“我们的猕猴桃、牛肝菌、蘑菇
种植已经走上了正轨，我们会继续发
展和推广‘果+菌’生态立体高效栽培
模式，如猕猴桃套种赤松茸和羊肚菌

等珍稀食用菌，同时开通抖音等自媒
体直播宣传，并拓展社区团购等新营
销模式。”

□蒋周德

9 月 2 日，本报 05 版《靠前监督
守好农民“钱袋子”》一文报道了富顺

县纪委监委紧盯惠农补贴风险点，确
保财政补贴的每一分钱都能进入农户
的“钱袋子”。

“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人间
辛苦是三农。”近年来，为调动农民种

粮积极性，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政补
贴政策。但因监管不力等原因，各地贪
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补贴资金
等问题时有发生，导致惠农补贴政策

的执行效果打了折扣，不仅降低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严重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惠农财政补贴项目多、资金数量
大、涵盖面广，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容

易出现“雁过拔毛”等现象。纪委监委

紧盯补贴发放各环节风险点，在与村
干部形成监管合力的同时，更要打破

“信息壁垒”，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监
督权，确保惠民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
落地。让农户拿到惠农财政补贴的每

一分钱，不仅能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
成果，还能预防群众身边的腐败，肃清
基层不正之风，纯洁基层干部队伍。

自
贡
市
总
工
会
开
展
纪
念
抗
战
胜
利
七
十
六
周
年
座
谈
会

承包你秋日的甜“猕”
———自流井区绿之源家庭农场见闻

———沿滩区190 名“环保管家”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确保农户拿到惠农补贴每一分钱

我市召开研学旅行实践工作推进会

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乐乐）9月 3
日，九三学社自贡市委召开“学四
史、忆社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纪念九三学社创建 76
周年座谈会。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回顾九三
学社创建以来的光辉历程。老社

员为青年社员讲述九三故事，青
年社员代表交流了学习感悟和入
社初心，畅谈对九三学社的深厚
感情，畅谈对自身成长与组织发

展的热切期盼。
会上，九三学社市委委员、基

层组织负责人签订了《换届纪律承
诺书》。

会议要求，全市社员必须自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定不移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履职尽责、有所作为；一如既往地

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爱国、民主、
科学”的优良传统。

九三学社自贡市委主委陈张
铭，市委委员、老社员代表、青年社

员代表、入社积极分子等 50多人
参加座谈会。

九三学社自贡市委召开座谈会

庆祝九三学社创建76周年

本报讯（记者 李秋玥）9月 3
日 20时到 4日 9时，我市出现了
强降雨天气过程，四区和荣县大到
暴雨，其中荣县西北部大暴雨。气
象部门称，全市最大累计雨量出现
在荣县观山镇方冲村，为 162.8毫
米。记者从市地质灾害指挥部获
悉，截至 4日 12时，本轮强降雨天
气过程中，我市提前发送预警信
息、即时雨量短信，避险转移 68户
145人（现有地灾隐患点累计转移
42户 86人，非地灾隐患点累计转
移 26户 59人），未出现因地质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

9月 4日凌晨 3时许，荣县观
山镇但家坝社区电闪雷鸣、大雨倾
盆。牵挂社区居民安危的社区党支
部书记吴虹和党委委员徐大军等
人，在狂风暴雨中来回巡查。“我们
发现 1 组但桂华老人房屋后堡坎
有垮塌的情况，于是赶紧敲门叫醒
了但桂华与其邻居刘春容及其孙

女。”吴虹回忆，当时雨太大，为了
及时转移，徐大军打着伞，背起刘
春容的孙女，由她和其他同事一起
扶着两个老人往附近的徐大军家
走，临时安置在徐大军家。当晚，为

了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他们冒雨转
移了 5户 8口人。

9 月 3日晚上 10 时，收到观
山镇政府的防洪通知后，观山镇

方冲村村文书吴雪英和 4 组组长
一起到村中查看情况，把 80 多岁
的余训德老两口和 7 组徐昌林老
两口分别安置到了设置好的临时
帐篷里，并多次打电话询问安全

情况。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悉，截至 9月 4日 11时，全市
114台自动化监测设备发出雨量告
警 40 次（红色 1 次、橙色 8 次、黄
色 5 次、蓝色 26 次），发送即时雨
量短信 10800条，有效提供了研判
数据，为应急处突做好了保障。

及时地灾预警 确保群众安全
我市安全转移安置群众 145 人

由“事后惩罚”到“事前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