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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孩子收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却因为没有学费不能就
读，或者因为家庭无力承担生活
费、住宿费而止步校门，这对孩
子、对家长、对社会都是损失。达
州市达川区教科局在全区实施教
育救助扶贫，对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子女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阶段实行教育救助资助政策后，
这样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救助扶贫
让贫困孩子快乐学习

熊凯旋家住达川区桥湾镇
隧洞村5组，家中现有4人，包
括患脑溢血后遗症的祖父、脑
中风的父亲和刚高中毕业的姐
姐。为确保熊凯旋上学无忧，
学校根据国家教育资助政策，

为他申请了贫困寄宿制生活补
助，同时向教科局申请了教育
救助基金。

该校校长李思胜告诉记
者，像熊凯旋这样家庭困难的
孩子全校还有很多，学校都按
照国家的教育救助资助政策，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读书、安心
读书，不用担心因为家庭贫困
而辍学。

为了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全区各学校通过走村入户、深
入田间院坝等各种方式，宣讲
教育救助资助相关政策并将政
策清单张贴到学生家大门，让
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

阳光操作
让山区孩子不再因贫失学

家住香隆乡插旗山社区年

仅14岁的艾明是一个孤儿，11
年前母亲失踪，去年7月，父亲
突发脑溢血离世。今年中考
后，艾明想学汽车修理，结对帮
扶干部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
和他进行了交流，多方联系协
调就读学校，教科局将其纳入
教育扶贫对象，对其实施了教
育救助和资助。达川区教育工
会还对艾明的哥哥姐姐实施了
教育基金救助，解决了兄妹三
人上学所面临的特殊困难。

“2018 年，达川区教育扶
贫救助基金已全面纳入达川区
社会救助大平台，采取‘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限时办结’模式
运作。”区教育工会主席文静告
诉记者，全区教育扶贫救助基
金的救助对象已实现全覆盖，
并采用“互联网+监督”的方

式，在“阳光”下运行。据了解，
2018年教育扶贫救助871人，
发放救助基金478300元（含三
免学生人数和生源地助学贷
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达
川区教科局采取助学贷款、特
别资助、基金救助、助学帮困

“四大行动”，助力家庭经济困
难学子圆大学梦。

达川区教育工委书记、区
教科局党委书记、局长侯四方
告诉记者，达川区在实施教育
扶贫救助资助过程中，采取

“应助尽助”与“差别化”救助
相结合的原则，再不会出现一
例困难家庭子女因贫失学的
现象。

张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李玉泉

岳池交运局开展
廉政谈话提醒

华西都市报讯（梁宁波
罗武林 记者 汪仁洪）近日，广
安市岳池县交通运输局采取
集中学、股室研讨学、个人自
学等方式，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同时，该局对照《条例》
新规定，全面排查廉政风险
点，梳理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建立台账，制定整改
措施。

该局采取会前学法、上
微党课、参观廉政教育基地、
开展“以案说纪”活动等形
式，加强对干部职工的廉政
教育，树立交通系统廉洁奉
公、勤政为民、务实高效的良
好形象。

为防止党员干部出现违
纪违规问题，该局常态化开
展廉政谈话提醒，党组书记、
局长负责对党组班子成员、
部门负责人进行廉政谈话；
班子成员负责对分管部门负
责人谈话；部门负责人对各
自分管的股室、中心一般干
部进行谈话。谈话内容围绕
工作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
律等方面，重点查找扶贫领
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情
歪风、“微腐败”等问题，引导
党员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
的带头人。

据悉，今年以来，该局已
开展全覆盖廉政谈话提醒
120 余人次，“红脸出汗”“咬
耳扯袖”效果明显。“谈话是一
场‘及时雨’，既给我提了神、
醒了脑，还给我补了‘能’。”11
月 29 日，该局党员干部李宁
春脸色微红地走出分管领导
办公室，对分管领导朱明提的
中肯意见表示感谢。

达州市达川区教育救助扶贫：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光雾山名人度假酒店
喜获殊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
颖）近日，在成都举行的“亚太
单体酒店联盟 2018 年会暨
2019行业策略高峰论坛”上，
来自亚太地区的酒店业大咖云
集，坐落于巴中市南江县光雾
山镇的光雾山名人度假酒店以
优美的环境、品质服务、创新经
营等特点，荣获“亚太（中国）最
佳亲子度假酒店”称号。

巴商总会副会长、巴中市
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南江县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南江县桃
园饭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贾莉，带领光雾山名人度假酒
店负责人参加会议。

贾莉表示，本次峰会为
单体酒店创新发展指明了方
向，开启了思维，找到了路
径，光雾山名人度假酒店将
依托光雾山世界地质公园和
国家级 4A 风景名胜区的优
势，进一步加强软硬件建设，
为五湖四海的宾朋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

华西都市报讯（周丽 记
者 罗轩）“各位新任领导干部
在工作中一定要防微杜渐、高
度警醒，审时度势、足够清醒，
登高望远、充分觉醒，增强拒
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
辜负组织的信任。”11 月 28
日，万源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董代春在全市
新任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上语重心长地说。
会上通报了 6 起发生在

干部身边的典型案例，集体观
看了警示教育片《荣辱两重
天》，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
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接受教育的干
部们纷纷表示感受颇深。

“生动的警示教育片和鲜
活的典型案例，再现了一个个

惨痛的人和事，让人触目惊
心。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必须
强化自律意识，把清正廉洁作
为一门必修功课去修炼。”在现
场接受警示教育后，万源市政府
办督查专员周炼表示，要始终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习惯于
在受监督和约束下工作生活。

近年来，万源市纪委坚持
防微杜渐，抓早抓小，持续深化

开展领导干部警示教育活动，
通过旁听违纪违法公职人员审
判过程、观看警示教育片等系
列警示教育，要求新任领导干
部要以身边的反面典型为警
醒，确保自己在廉政问题上真
正过硬，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
为，为把万源建成全国康养度
假旅游目的地和达州北向开放

“桥头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万源新任领导干部接受警示教育

华西都市报讯（唐芸 记
者 罗轩）今年以来，达州市达
川区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
任，通过多种举措在教育系统
涵养风清气正良好生态，取得
显著成效。据了解，达川区纪
委向区教科局派驻纪检组，构
建同向发力、协作互动的派驻
监督体制机制，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
展、向基层延伸。

同时，将“廉洁基因”植入
校园，开展廉洁文化进校园活
动，打造“一校一品”廉洁文化，
发挥环境育人功能，让全面从
严治党在教育战线落地见效。
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和广大家
长作学校教育行风监督员，让

学校及教职员工接受监督，让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成为教
育工作者的行动自觉。印发党
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调查问卷
13万余份，在教育战线广泛宣
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情况，推动达川区党风廉政建
设社会评价晋级升位。

此外，达川区教科局结合

群众举报，对照与领导干部签
订的“拒收红包”承诺书、与教
师签订的“廉洁自律”承诺书，
查处教育领域“十大突出问
题”，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
的教育政治生态。今年以来，
发出通报 4 期，立案查处 13
件，纪律处分 15 人，追缴违规
资金56万余元。

达州市达川区涵养风清气正教育政治生态

用歌声缅怀历史，以青春
展望未来。为纪念“一二·九”
学生爱国运动83周年，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12 月 4
日，达川中学全校400余名师
生、部分高三家长代表举行纪
念“一二·九”合唱比赛暨高三
年级18岁成人仪式。

该校党委书记、校长张琪
作了题为《别让懈怠，辜负了
绚烂的青春》的致辞，他在讲
话中真诚期望高三学子们有
足够的勇气，有足够的底气，
有足够的见识，有足够的知
识，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
魅力，与父母对话，与朋友对
话，与整个社会对话，与国家
对话；期待高三学子有担当、
有责任，告诫大家别用任性阻

碍成长，别用懈怠辜负青春，
别用放纵浪费人生。张校长
还希望全校同学弘扬“一二·

九”精神，热爱祖国，秉承“修
德养才，励志尚美”的校训，修
身立德，矢志成才。

随后，举行了18岁成人宣
誓仪式，同学们高举右手，在
庄严的国旗下宣誓，立志为国
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拼搏。
家长代表对成年的孩子赠送
了成人礼物，并对孩子们寄予
了深切的希望和嘱托。

接着，一段由校团委带来
的歌舞表演拉开了合唱比赛
序幕。8支参赛队是各个年级
组积极筹备、细心排练、认真
筛选后推荐的优秀队伍。

本次活动展示了川中学
子热爱生活、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激发了大家认真学习、
报效祖国的情怀，必将对同学
们的人生道路产生深远的影
响。

徐鹏 杨华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李玉泉

纪念“一二·九”
达川中学举办合唱比赛暨成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