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时节，行走于内江广袤的乡
村大地，探访贫困村庄变迁，倾听村民
脱贫故事，所到之处，群众频频称赞：
村庄美了、产业多了，大家的日子越来
越好了。

乡村的变化，是内江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例证，也是内江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成果的缩影。过去五年，内江
实现全市21.78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30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
贫困村“一低五有”全面达标，66932户
贫困户生活水平明显提升，高质量交
出一份脱贫攻坚答卷。

强化民生保障
增强人民“幸福感”

“在村上的公益性岗位工作，每个
月有 500 元，一年的土地流转费是
4000多元，今年卖小菜和鸡鸭鹅收入
2000 多 元 ，下 半 年 估 计 还 卖 得 到
1000 多元，每个月儿子还给我 1000
元生活费，现在的生活好多了。”说起
如今的日子，内江市资中县金紫铺村

村民唐治莲喜不自胜。
小康生活的底色不仅仅是吃饱穿

暖，唐治莲不断攀升的收入，也对应了
生活物品的普及：现在她的家中有两
台电视机、一台冰箱、两台空调。

其实，唐治莲质朴的话语也是内
江众多脱贫群众共同的心声，更是对
摆脱贫困、感悟当下生活的真情实感。

据悉，内江市贫困户人均纯收入
由 2014 年的 2403.49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9020.5元、增长275.31%、年均增
长24.66%。

此外，“十三五”期间，内江完成易
地扶贫搬迁 4815 户、13048 人，贫困
户农村危房改造23906户。全面落实
十免四补助等健康扶贫政策，贫困人
口基本医疗保险代缴率、家庭医生签
约率100%，县域内就诊的贫困群众自
付费用控制在 10%以内。累计解决
1.4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保
障贫困户安全饮用水。贫困人口生活
用电、广播电视实现全面覆盖。

在一件件、一桩桩惠民实事的落
地中，村民的“幸福感”尽现眼前。

产业不断壮大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日前，内江市市中区朝阳镇黄桷
桥村村民刘晓华从家出发，骑车几分
钟，就到了上班的地方——竹苑水乡
游客中心。她在这里做服务员，每月
工资 2000 多元，家里还流转了一些
地，每年可收租金。

在内江，现在像刘晓华一样凭着
产业致富增收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村
民勤劳的双手，也得益于内江始终坚
持增收为本的初心。

“十三五”期间，内江深入实施
“351”特 色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方 案 和
“12345”现代农业产业提升行动，大力
发展内江黑猪、资中血橙、威远无花果
和特色水产“四大特色”农业，累计建
成农业园区150个、面积117万亩，带
动贫困对象发展特色种植业 6.39 万
亩、养殖业547.1万只（头）。

同时，创新“四个一批、三类培训、
三个示范”的“433”工作法，全面落实
就业扶贫“十五条措施”，扎实开展“三
进三帮”就业促进专项行动。2020年
帮助贫困劳动力 62232 人实现务工，
同比增加8454人，实现务工收入10.3
亿元，同比增加1.59亿元。

累计开发公益性岗位6010个、安
置贫困劳动力 6152 人，其中 2020 年
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3863 个。大力开
展“消费扶贫月”活动，设立“四川扶
贫”标识产品销售专馆 1 个、专区 16
个，协调落实专柜点位310个，深入实
施扶贫产品“八进”行动，增加扶贫产
品销售收入。

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生活
品质日益改善，时下，一个山川秀美、
产业多元、村容洁净的乡村，处处焕发
出内江圆梦小康的勃勃生机。前方，
是更好的未来，内江干部群众正奋力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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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9 C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偏北风1- 2级

21-29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到中雨
偏北风1- 2级

9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33 空气质量：优
优：泸州、广元、巴中、马尔康、康定、遂宁、
西昌、绵阳、德阳、攀枝花、内江、南充、眉山、
宜宾、广安、雅安、资阳、乐山、自贡
良：达州

8月3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8月31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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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5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华西都市报讯（淡丽 记者 曹笑）
泸州市叙永县纪委监委开展“推动解
决群众关心的十件实事”活动，在城区
人员流动密集地段设立“市民留言
板”。这块小黑板，解决了群众的大问
题。

“吵！扰民！”“醉酒人说话太大
声，影响休息！”“油烟太重！灰尘太
凶！”……在叙永镇水街的留言板上，
噪音、油烟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在前期摸排的基础上，叙永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公安局、市场监
管局、生态环境局以及叙永镇人民政
府，面向社会发布通告，通过宣传引
导、暂扣经营工具、立案查处等方式，
对夜间经营行为导致油烟、噪音扰民
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截至目前，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25份，对16户拒不

按照相关要求整改的商家，进行暂扣
经营工具的处理，立案查处 2 户。扣
押违规设置的广告牌 160 块，拆除违
规占用公共区域搭建构筑物 3 处、雨
棚26顶。

“我们成立两个‘夜间突击队’，每
晚8点至次日凌晨2点，对噪音、油烟
扰民问题严重的地段开展蹲点巡查，
边巡边督边改……”叙永县综合行政
执法局执法大队队长韦江波介绍。

“总算能把门窗打开透透气，睡个
安稳觉了。”回访时，居民们都很满意。

夜市油烟、噪音专项治理后，8月，
叙永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公安局
再次成立联合执法组，集中两个月时
间，对城区车辆占道经营问题开展专
项治理。联合执法组以说服教育为
主、处罚为辅，对十字口、阳光国际城、

永宁路口、盛世华都等地商贩利用车
辆占道经营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清
查占道经营车辆50余辆，说服教育32
次，发放宣传单 2000 余份，对 9 名拒
不整改的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和批评
教育。

为不断提升“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
十件实事”活动实效，叙永县纪委监委
联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力量，成立专项监
督工作组，分片联系督导工作推进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57次，推动解决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68个。

“开展‘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十件
实事’活动，就是要精准监督职能部
门，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转变干部作风，切实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痛点难点堵点。”叙
永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泸州叙永：一块小黑板解决了群众的大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贾娇

圆梦
系列报道

7 星 彩 第 21101 期 全 国 销 售
31515430元。开奖号码：815608+10，一
等奖0注；一等奖派奖0注；二等奖17注，
单注奖金50107元；二等奖派奖14注，单
注奖金50107元；三等奖55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三等奖派奖 42 注，单注奖金
1500 元。251818176.90 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一等奖派奖奖金余额15000000
元。二等奖派奖奖金余额 2966065 元。
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18622057.5元。

排 列 3 第 21233 期 全 国 销 售
29395444元。开奖号码：022。直选全
国中奖 7499（四川 320）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7954（四川
401）注，单注奖金346元。41242794.5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33 期 全 国 销 售
13931314元。开奖号码：02231。一等
奖 5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83932706.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
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村庄美了、产业多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内江乡村处处焕发勃勃生机

美丽的内江乡村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