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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日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苏定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45 空气质量：优
优：攀枝花、泸州、广元、内江、西昌、康定、马
尔康、乐山、广安、达州、巴中、雅安、宜宾、南
充、眉山、资阳、自贡、德阳、绵阳
优：遂宁

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17-26 C
多云有分散阵雨
偏北风1- 2级

16-28 C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4- 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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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6—116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点位 / 南充市仪陇县复兴镇玉皇观农村社区

玉皇观农村社区，是南充市仪陇
县复兴镇下辖的一个村落，因村里有
一个“玉皇观”而得名。脱贫之后，如
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帮扶单位怎么
继续帮扶？为什么一个偏远的乡村有
底气建设省市“基层治理”示范村？日
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玉
皇观农村社区，探寻当地乡村治理的

“秘诀”。

一场洪灾
催生消费帮扶认购协议

4月28日清晨，大山里的玉皇观
农村社区已是一片繁忙景象，一辆大
货车停在鱼塘边，把前一天打捞起的
鲫鱼迅速装车，运往100余公里外的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下称南职院）食
堂。

根据省直机关工委安排，南职院
继续定点帮扶玉皇观农村社区，选派
了2名年轻干部全脱产驻村开展工
作。从2016年1月起，南职院便与仪
陇县共同战斗在脱贫攻坚一线。村级
建制调整后，玉皇观农村社区由原玉
皇观农村社区、石桥河村、青家沟村3
个村组合并而成。

去年9月26日，玉皇观农村社区
遭遇特大洪水灾害，水产养殖损失惨
重，鱼塘田坎被冲垮3处，鱼苗损失超
过三分之二，并且农副产品严重滞销，
社区产业发展陷入困境。2名驻村干
部第一时间向学院领导报告了相关情
况，学院高度重视，决定立即采购一批
淡水鱼，直销学院食堂，帮助社区渡过
难关，实现保本增收。南职院共有师
生1.7万余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
体，通过双方协商，南职院同玉皇观农
村社区签订实施消费帮扶认购农产品
协议。

按照学院安排，驻村干部每周星
期二前与学校食堂联系并做好统计，
及时反馈给社区，再组织力量进行打
鱼、装鱼、送鱼，确保顺利交到学校食
堂。学院工会也积极号召教职员工开
展“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力，为驻村干部
做一件实事”活动，认购当地农副产
品。学院驻村干部杨天自掏腰包
2000多元，为同事朋友购买了20多只
土鸡。“学校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村里产业发展快，销售是一个大问
题。”玉皇观农村社区党总支书记、主
任张刚国说，有了销路，村民胆子更大
了，增收的路子也多了。

齐头并进
产业兴旺巩固脱贫成果

眼下的玉皇观农村社区，生机勃
勃，春意盎然。皇牛养殖家庭农场里，
工人们正在加紧修建农场圈舍。自今
年1月份开始，村民李世章就在该农
场里干活，每天有近百元收入。2019
年11月，玉皇观农村社区通过多方考
察，招引业主杨超投资800万元创办
了皇牛养殖家庭农场，建成投产后，年

出栏肉牛可达600头左右。
2017年，玉皇观农村社区把稻田

鱼虾养殖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
业，200多亩农田以平均每亩350元的
价格流转给业主，大力发展小龙虾和
鱼类等品种，全村300户村民以收取
土地租金和在产业园务工等形式增收
致富。引进业主唐胜敏在村里流转土
地200亩，广种柑橘，目前已进入挂果
期。

为了延续脱贫攻坚重要成果，玉
皇观农村社区以党建促发展，通过“支
部+合作社”的方式，激活乡村振兴内
在动力。引进业主租赁土地930亩发
展种养业，群众土地租金年收入15万
余元，务工收入20余万元，集体经济
可创收5万余元，展现出朝气蓬勃新
风貌。“村里有钱了，就好办事。洪灾
过后，村里立即拨付4万多元，及时疏
通出村公路。”张刚国说，以前村里没
有集体经济，穷得叮当响。

社区学院
精准解决销路和技术难题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南职院电子信
息工程系教师党支部与玉皇观农村社
区党总支结对共建，建强基层党组织，
强化党建引领，构建服务型党支部、建
强组织体系、提升班子能力、充实后备
力量。

校村党支部结对共建，形成了工
作指导联系常态化，完成党建文化墙
建设，实现党课培训50人次以上。南
职院分管乡村振兴工作的院长助理汪
正坤说：“社区学院，实际就是我们在
玉皇观农村社区建立的一个基层服务
机构，帮助解决各种技术难题。”

柑橘树发生病虫害后，唐胜敏感
到有些无助，“大食蝇虫害不仅影响产
量，而且还影响口味。”得知情况后，南
职院果树学博士、教授蒋江照来到果
园实地考察。“大食蝇是检疫性害虫，
农户年年都在防治，但是效果不好。”
于是蒋江照下定决心，用两三年时间
研究出柑橘有虫害规律，解决了当地
的虫害难题。

南充柑橘种植的历史已近2000
年，是全国晚熟柑橘之乡，目前正在高
标准建设百万亩晚熟柑橘基地。

同时，为了更好地帮助社区居民，
南职院还在玉皇观农村社区成立了乡
村科技振兴便民服务点，该服务点由
学院电子科技服务队和农业科技服务
队的技术专家组成。其中，电子科技
服务队常年为社区老百姓提供电子技
术维修服务，切实帮助老百姓解决家
电使用、网络服务、视频监控、电脑软
件安装等问题；农业科技服务队则帮
助老百姓解决土壤硬化、肥力不够、水
稻种植、柑橘种植、水产养殖、畜牧养
殖等农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玉皇观科技服务工作交流微信
群”将玉皇观农村社区和南职院紧紧
地连在一起，社区居民有什么问题可
以直接在群里带图提问，专家教授及
时解答。

此外，南职院还指导玉皇观农村
社区加强自治建设，充分发挥“村民议
事会”“乡贤理事会”“矛盾纠纷调解
队”作用；健全和充分发挥“文明新风
倡导队”“一老一小服务队”作用等。

“学院正在和仪陇县商讨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探索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基层
治理，以玉皇观为样本，走出一条前人
没走过的路。”汪正坤说。

采用“社区+高校”模式
偏远乡村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

◀玉皇观农村社区党
员活动。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供图

▲社区居民正在打鱼。

四川已办理
增值税留抵退税超400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旭强）5月9日，国
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党委委员、总会计师
陈宗贵做客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在线访谈”
栏目，对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进行解读，
并透露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在川落实情况。

“全年将实现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
中增值税留抵退税一项就约1.5万亿元，将超
过前3年留抵退税的总和，惠及的纳税人户
数将近去年的30倍，可以说规模前所未有。”
陈宗贵说，自4月1日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实施以来，四川已成功为6万多户纳税人
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超400亿元，其中小微
企业占比超97%，退税金额占比超过一半。

“从抽样调查来看，多数企业将退税资金
用于了扩大生产、技术研发、购买原材料、支
付工资等4个方面，可以说退税资金解了很
多企业的燃眉之急。”陈宗贵说。

除此之外，四川税务系统还累计办理制
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税费超100亿元，
惠及企业超10万户次，让更多人享受到了税
费优惠政策红利。

“截至目前，四川4月的退税金额已基本与
去年全年减税降费总体规模相当，进一步体现
了本次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规模大、分量
重，直接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现金流。”陈宗贵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