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大学生返乡种猕猴桃
“委托帮扶”新模式助力家乡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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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扎根基层
大学生回乡创业

2010 年，当时还是大三
学生的赵来，想要通过自己
回乡创业带动村民们一起走
上 致 富 之 路 ，摆 脱 贫 困 落
后。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家乡
的地理条件，赵来选择了猕
猴桃作为自己的创业项目。
在得到了导师的免费技术指
导和村上的大力支持后，赵
来说服了母亲放弃打工，回
乡帮自己种植猕猴桃。2010
年10月，赵来开始种植第一
批 25 亩红心猕猴桃，之后不
停的发展壮大，2012年10月
他带头成立了宜宾市南溪区
老农家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如今，赵来已经拥有180
亩标准基地，基地现年产标
准果猕猴桃40000余斤。

示范引领
委托帮扶助脱贫

目前，南溪区老农家猕
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已有
87户农户种植有870余亩猕
猴桃。赵来在实现自己创业
梦的同时，带动村民一起致
富，解决当地农民工作问题。

“为充分盘活扶贫资源，
加快汪家镇脱贫攻坚进程，
我们创新扶贫工作思路，多

渠道助农增收。”南溪区汪家
镇相关负责人说，在精准扶
贫工作中，采取多种方式增
加农户收入。

当地党委、人大、政府采
用委托方式，与老农家猕猴
桃种植专合社负责人赵来签
订委托协议，以专合社为有
效载体，“因人设岗”，对辖区

内及周边建卡贫困户进行项
目提供、岗位就业、技术服务
等方面的帮扶。

据了解，专合社以务工
帮扶、送苗帮扶、送技帮扶、
回购帮扶等形式带动贫困人
口。2015 年帮扶 1 户 5 人，
增收1400余元；2016年帮扶
5 户 7 人，户均增收 1700 余

元；2017 年帮扶 6 户 20 人，
预计户均增收 2100 余元。
2016 年用工 3000 人次，其
中贫困户 200 余人次，每人
每天收入 60 到 80 元。积极
的帮扶措施解决了农户的工
作问题，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伍雪
梅 实习生 黄莹莹 摄影报道

富顺县文联：
送文化下乡走进顺江村

华西城市读本讯（刘安龙 记
者 刘恪生）看文艺演出、参加文
艺健身培训、欣赏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览、浏览文化科技书籍、观
看道德模范视屏、听文学诗词创
作讲座……9 月 9 日这天，富顺
县安溪镇顺江村干部、村民、学
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一道道
文化大餐。据悉，这是富顺县文
联组织有关协学会组织骨干会
员，到安溪镇顺江村开展的文化
惠民扶贫工作。

“我们村虽然不是贫困村，
也需要文化。”前来感受活动的
安溪镇马山村村主任陈世杰一
脸羡慕之情，“县文联的 100 多
位老师好久来马山村，我们的巴
巴掌拍得比顺江的还要响。”

据悉，安溪镇顺江村是富顺
县委宣传部、县经科信局、《富顺
宣传》杂志社等单位定点帮扶的
贫困村。顺江村自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以来，已圆满完成“1+6”
阵地建设、文体广场修建、田坎
硬化、苕粉大棚建设、提灌站维
修、道路硬化、异地搬迁等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的总资金近 400
万元。同时，5.5 米宽的硬化村
道、生产便道、熊茂灏打造等工
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梦飞）2017 年上半年，内
江市运管处按照“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坚持科学发展、加快
发展、专注发展、转型发展，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保证了内江道路运
输管理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据悉，截止5月，客运量
6020 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229657 万 人 公 里 、货 运 量
1202 万 吨 、货 物 周 转 量
142946万吨公里，运输总量
增长3%左右，运输保障工作
稳步推进。同时，内江综合
客运中心站（一级站）的建设
也进行了推进，据悉本年度
计划投资 600 万元，督促加

快建设，截至5月，已完成了
施 工 方 、监 理 的 招 投 标 工
作。而资中县汽车客运站

（一级站）。也按照计划推进
车站工程建设，已累计完成
投资 860 万元，预计年底完
成站房主体框架建设。

在内江市深入开展公交
线路精品线创建工作期间，
精品线公交车达到了首末班
准点率100%，日班次准点率
98%以上，旅客平均候车时
间不超过10分钟，旅客满意
率达到 98%以上，旅客意见
投诉处理率 100%的目标要
求。

目前，内江市围绕实现
“村村通客车”工程，积极推
进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内
江市共有乡镇 115 个，已通

客车的乡镇达100%；有行政
村1680个，已通客车的行政
村 1255 个 ，通 达 率 为
74.7%。全市有农村客运企
业 28 家，农村客运线路 320
条，投放农村客运车辆 1185
辆，日发班次 5236 班，基本
满足了农村群众的出行需
求。

在下半年中，内江市将
继续加快建立完善综合运输
网络体系，进一步优化道路
运输组织，建立与内江高铁
北站、火车站有机衔接的接
续接驳运输机制。积极推进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建设。
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客运，
补齐农村客运发展短板，做
到有电话、有调度管理人员、
有制度、有台账、有车辆。在

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完善、具
备客车通行能力的建制村
100%通客车，力争全市未通
客车的贫困村 80%通客车，
进一步提升建制村通客车
率，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另外内江市运管处将加
强 队 伍 建 设 ，提 高 执 法 水
平。一方面继续规范城区出
租汽车、公交车、客货运输车
辆经营行为，查处拒载、宰
客、沿街揽客等违法行为，另
一方面坚持不懈地查处各类

“黑车”等非法营运，切实维
护城区广大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保障道路运输经营正常
秩序。同时加强对各县区运
管所的法制指导，依托督察
大队职能，加强系统内部监
督，有效提升依法行政能力。

乡镇客车通达率100% 旅客满意率达98%

内江市上半年运输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9月10日，记者来到宜宾市南溪区汪家镇老农家猕猴桃
种植专业合作社，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垂落枝头的猕猴桃，在
阳光的映射下，发出诱人的光泽。正值汪家镇举办猕猴桃
节之采摘活动，土地里，前来采摘猕猴桃的顾客们忙得不亦
乐乎。合作社门口，一个忙碌的身影乐呵呵地为前来采摘
猕猴桃的顾客称重。“今天是教师节，教师本人持有效证件
来基地可以免费领取5斤猕猴桃。”这个忙前忙后的人正是
回乡创业的大学生、合作社负责人赵来。汪家镇大坝村的
村民们在这个有头脑、有技术的28岁小伙子带领下，通过种
植猕猴桃逐渐摆脱贫困，走向致富之路。

48个党组织
实现结对共建

威远县严陵镇三举措力促
基层组织“结亲联建”

华西城市读本讯（夏雷 记
者 马梦飞）为了村镇社区更好的
开展工作，内江威远县严陵镇以
三大举措展开了基层组织“结亲
联建”工作。

科学制定方案。严陵镇 48
个党组织实现结对共建，全面覆
盖村（社区）党组织。“结亲”双方
召开研讨会，结合自身优势，明
确工作目标，细化联建举措，认
真制定“结亲联建”工作方案及
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工作方案24
个，交镇联系领导审定后，报镇
组织办备案。

建立联席制度。建立“结亲
联建”联席会制度，由镇党委牵
头，每月组织村、社区、机关党支
部书记开召 1 次联席会，听取工
作汇报，掌握联建动态，加强业
务指导，目前召开联席会议2次。

考核评优挂钩。在年终目
标考核中，对“结亲”双方党建工
作进行打捆考核，重点研判双方

“结亲联建”工作成效，并将考核
结果作为双方党组织评先选优
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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