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
轩）4 月 19 日上午，达州市食
药监管局邀请四川省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中心的同志分别就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知识进行了专题培训。
各县市区食药监管局，开江县、
万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全市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药妆械监测
工作负责人、网络填报人员，以
及药物滥用监测单位人员参加
了培训。会上还表彰了 2017
年度药械安全性监测先进单
位、先进个人名单并颁奖。

达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黎小明总结了 2017
年全市各项监测工作情况，提

出了 2018 年监测工作思路。
并表示，药妆械安全性监测一

是密切配合，主动与同级卫生
部门配合开展联合督导、联合

通报、联合表彰，将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二是明确责任，进一步
提高报告质量；三是强化监督，
市食药局每季度将通报各县市
区各项监测工作报告情况，不
定期开展督查。

达州市卫计委副主任王国
庆就监测工作的重要性、落实
监测责任、加强宣传和学习、履
职尽责、加强督查和严肃问责
等方面对市本级医院提出了要
求。王国庆说：“通过此次专题
培训，有助于我市药品、化妆品
不良反应及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报告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进
一步加强了食药监部门与卫生
部门的沟通和协调。”

达州举行药妆械安全监测培训。

广元市剑阁县是省定
贫困县、革命老区县，2011
年被确定为秦巴山区连片
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村
数、贫困人口数、贫困发生
率在广元市均居第二位。

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
仗，去年以来，剑阁县充分
发挥机构编制源头性功能，
创新实施了乡镇200个脱贫
专编、200名脱贫专干“双二
百”工程，确保了当年高标
准高质量实现50个贫困村
退出、13858名贫困人口脱
贫的目标任务。同时，为
2019年全县脱贫摘帽提供
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全县统筹
200个专编设岗夯基础

脱贫攻坚是项社会系统工
程，涉及人、财、物等多个方面，
其中人的问题是核心、是基
础。剑阁县以脱贫攻坚为重
心，在既管住又管活上下功夫，
探索开展了脱贫攻坚“专项编
制”“专项岗位”到乡镇的办法，
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该县坚持“谁承担中心大
局工作任务越多，谁使用编制
就相对较多”的导向，在全县事
业编制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
从事业单位改革收回的事业编
制中统筹事业编制200个用于
乡镇脱贫攻坚。

根据各乡镇贫困人口和脱
贫攻坚任务轻重，结合乡镇换

届，对脱贫任务较重的17个乡
镇设立和配备了扶贫专职副书
记，每一个乡镇配备了熟悉农
村农业、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的
行政副职领导干部。坚持“覆
盖一般乡镇、倾斜较重乡镇、突
出重点乡镇”的原则，凡有脱贫
攻坚任务的乡镇均增编 1-2
个，脱贫攻坚重点乡镇又增加
1-2 个，对贫困村占该乡镇总
行政村50%以上的重点乡镇又
增加1-2个编制。

同时，充分考虑乡镇脱贫
攻坚任务重、无专项岗位等具
体情况，优化乡镇岗位设置结
构，在全县57个乡镇社会事业
服务中心分别增设1-4个脱贫
攻坚岗位，确保脱贫攻坚工作
有编有岗。

多渠选才
200名专干定岗增活力

有了编制有了岗位，没有
人，等于是空中楼阁。打赢脱
贫攻坚战，人才是关键、是源
头。2017年和2018年，剑阁县
通过考试、考核、竞聘等“三个
一批”方式，引进脱贫攻坚人才
200 名，增添了基层脱贫攻坚
活力。

面向广元藉公开招考专
科学历人才 40 名，该县重点
突出农村产业发展、农村经济
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实施“英
才工程”，面向社会公开考核
招聘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
历人才 140 名，一般以面试和
实地考察为主要方式，对个别
报名较多岗位的增加笔试环

节，重点针对财务管理、电子
商务、农业园区、旅游发展等
紧缺专业方面的人才。在全
县大学生村官、退伍军人中公
开考核竞聘 20 名。主要针对
服务期满、表现优秀的大学生
村官和退伍安置到乡镇的转
业军人，他们熟悉农村工作，
转岗竞聘到脱贫攻坚岗位后，
能尽快进入角色，担当起脱贫
攻坚主要任务。

“三个一批”人才全部定岗
到乡镇脱贫攻坚岗位，专门从
事脱贫攻坚工作，充分发挥了
人才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带
动、示范和促进作用，形成了强
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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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支红杜鹃，深深扎
根大巴山。不怕风雨和严寒，一
腔热情似火焰……”每到春天，
大巴山里的红杜鹃，一朵朵、一
串串，每次看到它们火红的身
影，心里无比暖。在达州境内，
还有另外一支“红杜鹃”，如山里
的杜鹃花一样有着一颗颗火红
的心，他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
广阔的乡村，无私地撒播着涓涓
大爱，也让人备感温馨。

这支“红杜鹃”，就是 2014
年9月由国网达州供电公司成立
的“红杜鹃”志愿服务队。历经3
年多的发展，如今这支以“奉献、
有爱、互助、进步”为志愿服务精
神的队伍，通过一点点集聚社会
正能量，将爱心汇成了一股劲流，
开始更有力地播撒在巴蜀大地。

“一个人的能量有限，但我

们联合更多有爱的企业和组
织，就能汇聚成人间最美的春
天，开成满山遍野火红暖人的

‘红杜鹃’。”在以“关心您的关

心”为主题的达州“红杜鹃”进
小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网达
州供电公司与达州广播电视台
联手发起成立的“红杜鹃”公益

联盟帮忙团正式亮相。“成立公
益联盟，目的就是要广泛吸纳
全市各爱心企事业单位、爱心
人士和其他社会公益组织加
入，合力打造一支具有达州地
域特色的品牌化、规范化、规模
化、标准化的志愿服务组织。”

“ 现 在 已 有 15 家 企 业 参
与到红杜鹃公益联盟里，涵盖
电 力 、水 务 、燃 气 、媒 体 、医
疗、银行、保险、商贸、法律服
务等行业。”承袭“红杜鹃”一
直以来的无私奉献，今年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红杜鹃”公益
联盟帮忙团将重点开展进小
区活动，平均每周一个小区，
利用半天时间集中开展困难
家庭慰问、生活便民服务、政
策法规咨询和媒体问卷调查
等公益活动。 （刘伟先 赖珊）

“红杜鹃”帮宣汉果农除草 摄影 周义

积点滴正能量 汇成满山“红杜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杰）4 月 17 日上午，南
充市顺庆区法院成功执
行一强制腾退案。申请
执行人文某4年前诉讼离
婚，法院判决房屋财产归
文某所有，但执行人拒不
履行法律生效义务，还将
房屋外租给他人。4月17
日，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
来到该屋，强制腾退。

4 月 17 日，南充市顺
庆区法院执行局执行法
官一早就来到了金泉路
一居民小区楼下，准备对
一处房屋进行强制开锁
进行清退。据执行法官
介绍，申请执行人文某与
被申请执行人王某原是
夫妻关系，王某婚前为表
对文某诚意，将自己全款
购置的一套位于顺庆区
金泉路某小区的房屋产
权 变 更 为 两 人 共 同 所
有。后因共同生活中产
生的琐事所累，双方逐渐
失去信任，感情破裂，于
2014年诉讼离婚。

法院判决价值 30 万
元的房屋及其家电家具
归文某所有，并要求文某
向 王 某 支 付 人 民 币
155400元。判决生效后，
王某拒不履行法律生效
义务，以各种手段强行霸
占该房屋，文某遂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17日上午，当执行法
官准备开锁进屋时，门却
自己打开了。开门的不
是王某，而是一名女子。
询问得知，该女子是王某
的侄儿媳妇，在并不知情
的情况下承租了该套房
屋。执行法官向其耐心
解释，要求她携带自己的
财 产 于 三 天 内 搬 离 此
屋。此时，被执行人王某
出现在现场干预执行，承
办法官在对其劝说无效
后，指挥法警将其带离现
场。之后，执行法官将新
的门钥匙交到了申请执
行人文某手中，文某对执
行法官连声道谢。

南充顺庆区法院
成功执行

一强制腾退案

广元剑阁“双二百”工程助力乡镇脱贫攻坚

达州举行药妆械安全监测培训

华西都市报讯（张鑫 记者
罗轩）“本次培训拓展了思路、
更新了观念、了解了新高考选
课走班改革的新动向，颇受启
发、获益匪浅。”4月17日，高考
改革背景下的新课程培训高级
研修班在清华大学开班，来自
宣汉二中的 50 名一线骨干教
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开设

了“创新课堂教学体验设计”
“高考新政下的教改走向及应
对策略”“合作学习与课堂教学
改革”“新时代的教师专业成长
——追求卓越做幸福教师”“高
考研究及复习应对策略”“聚焦
核心素养，培育创新人才”“教学
方法与教学艺术”等课程，并组
织大家到北京市三十五中、北京
市第九中学进行选课走班经验

交流，开展文艺汇演、学习成果
分享、汇报等活动，以增强班级
凝聚力，提高学习效率。学习期
间，老师们通过晨读、游戏，活跃
课堂气氛，振奋学习精神。

同时，此次培训是宣汉二
中加大师培师训力度、提升教
师教育教学业务水平的重大举
措，是该校“打造快乐校园，追
求幸福教育”的体现。该培训

以教学工作为着力点，紧紧围
绕夯实专业基础、提高教师综
合素质的核心目标，旨在进一
步提高该校教师面对新高考改
革新形势下的选课走班教学能
力，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更
新教育教学理念，推动教师的
教育教学品质大幅度提升，激
励该校教师争做“德高为重、学
识渊博、教艺精湛”的名教师。

宣汉二中骨干教师赴清华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