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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城事

内江市中区
加大扶持力度支持返乡创业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梦飞）为
了促进外出工作人员返乡创业，内江市
中区实施了三大举措加大扶持力度，目
前均已初见成效。

强化金融支撑。整合金融、担保机
构等资源，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创业担保
贷款，个人额度 10 万元，企业最高 200
万元。截至目前，为 112 个项目服务融
资，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200万元。

实施技能振兴。对符合条件的青年
劳动者，进行初级、中级等不同工种的培
训，根据培训工种、就业等情况发放相应
补贴。截至目前，为 48 人开展技能提
升，发放青年劳动者技能培训补贴29.14
万元。

惠享创业扶持。对符合自主创业扶
持条件，初次进驻区级创新创业园或孵
化基地，免费使用一定面积的办公场地
和标准厂房；超过一定面积的，三年内租
金按标准减半收取，并给予一定的水电
补贴。截至目前，免费使用厂房面积
800 平方米，在园项目 71 个，投资总额
1005万元。

据了解，江安在基层党建工作中，
在乡镇，围绕乡镇发展定位、区位优
势、自然资源等，鲜明区域化党建、现
代农业发展、“三产互动”、非公经济发
展等党建示范主题；在社区，强化社
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推行社区大
党委工作制，开展“双微”志愿服务活
动，4730余名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
服务，实现群众微心愿25780余个。

同时，在农村，实施“三江一
路”党建精准行动，运用“六多”方
法，创新区域化党建引领农村改革
发展，五步递进把新型农民培养成
为党员、村干部、村党组织书记、乡
镇干部，在基层组织中设置法治委
员从制度层面加强党对法治建设
的领导，构建“党组织＋法治+德

治+自治”的村级治理模式，建立
“村党组织+村集体+群众+贫困
户+企业”五环联结共赢利益联结
机制，“四抓四治”促进软弱涣散党
组升级，“感恩、励志、歇帮”教育激
发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调整配强
50 个贫困村党组织书记，选派 50
名贫困村第一书记，在建强基层组
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
提升治理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江安群众相信党组织、
支持党组织、依靠党组织的多了。
有群众感慨道：“党组织才是我们
的主心骨。

林星廷 廖小波 华西城市读本
记 者 伍 雪 梅 实
习生 李静

华西城市读本讯（李乐 钟丽 记
者 伍雪梅）近日，宜宾市宜宾县人民
法院观音法庭法官王士雨在一起离婚
诉讼中首次推出《婚姻家庭考试卷》，
通过让原、被告做题考试并交换打分
的方式，了解双方客观真实的夫妻感
情状况，从而对该起婚姻案件进行了
妥善、公正的判决。

据悉，该份考试卷由“填空题”、
“简述题”、“陈述题”三部分组成，总共
设置了 15 道题，总分值为 100 分；考
试分值均在 60 分以上即可初步认定
夫妻感情尚未破裂，还有挽回的余地；
分值在 60 分以下的就可以初步认定
答卷人对家庭的付出都很少，没有尽
到相应的责任，夫妻关系确实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岌岌可危。

首次填写该《婚姻家庭考试卷》的
是一对 80 后夫妻，两人结婚 10 年生
育两个儿子，家中刚购买了新房，看似
家庭和感情都不错。案件受理后，承
办法官多次组织调解未果，原告坚决

要求离婚，并且声称活不下去了。开
庭前，被告将两个儿子带到了法庭，孩
子虽小，但知道是父母要离婚，哭的撕
心裂肺。承办法官为此尽量双方思想
工作，希望挽救这段婚姻，但双方各执
一词，闹得不可开交。

为了解双方真实的夫妻感情状
况，承办法官让双方先进行了考试，做
完后让双方交换打分，结果双方的分
值都在80分以上。通过做题、打分，
双方的情绪平复了很多，同时考试结
果也证明双方对家庭总体尽到了相
应的责任，夫妻之间感情基础较好，
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较多，还有挽回
的余地。承办法官知道客观情况后
决定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不准原、
被告离婚的判决。原、被告均表示对
判决没有意见，不上诉。宣判后，被
告还当着承办法官的面向原告保证，
他一定要改正缺点，希望原告再给他
一次机会，让原告重新接受他，让家庭
能够幸福美满。

“做这份考试卷之前，我们想到的
都是对方的不好；回答问题时，我想起
了以前的那些幸福时光，心境慢慢平
复了。”该案当事人说。

据了解，《婚姻家庭考试卷》是该
院在家事审判改革领域的又一创新举
措。面对一个家事案件，调查了解清
楚家庭的基本情况、感情基础、婚姻状
况，显得尤为重要，但如果单从原、被
告举证的证据来获取信息，往往具有
一定的片面性。

“我们制作这样一份《婚姻家庭考
试卷》，目的就是要让离婚案件的双方
当事人通过做试卷的方式，了解离婚
案件中夫妻间真实的婚姻状况和内心
想法，让承办法官对每一个离婚案件
的症结都能清楚明白，从而客观公正
的作出判决，尽可能的挽救一个尚未破
裂的家庭，或是果断地解除一段名存实
亡的婚姻，传递出司法的温情与威严，
还社会一片和谐与稳定。”制作这份《婚
姻家庭考试卷》的王法官表示。

资中市民遇新式传销
农信柜员助力挽回7万元

今年 7 月，“李文星事件”再次将传
销这一危害巨大的非法活动推向了人们
的眼前。大学生也没能识破传销骗局保
护自己，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独
有偶，内江资中信用联社铧头分社的一
位客户近期也遭遇了传销，但是在农信
柜员的耐心劝导下，最终成功挽回了近
7万元的资金损失。

柜员识破新型传销骗局
只因客户转款用途改变

这是 8 月的一个上午，资中县铧头
分社的两名当班柜员正在处理手上的业
务，便看见客户刘某慌忙跑来，要求办理
7万元跨行转款。

“刘某算得上是信用社的常客了，经
营肥料生意的他时不时都要到信用社转
点货款。”见老刘又要转款，柜员习以为
常也没有多想。

接着在办理的过程中，柜员同老刘
唠起了家常，谈话中得知这次款项不是
货款，是转给他小儿子投资使用。这一
用途的变化顿时引起了柜员警觉，但几
次询问款项更细的具体用途，老刘都顾
左言他，只是让柜员放心，他绝对不会
被骗。

“你们看我这个款打出去，不出几个
月就会有一千万回款收入。”在柜员再三
提示下，刘某的一句，使柜员意识到老刘
掉进了某个骗局。于是两名柜员一边以
手机银行系统故障为由，放缓老刘的业
务办理速度，争取更多的劝导时间，一边
通过进一步谈话获取更多的信息。

两个小时不断劝导
客户终于醒悟放弃转账

原来该笔转款是刘某的小儿子最近
结识的女朋友叫他参与的投资活动，打
着“国家秘密政策”的旗号，美其名曰“阳
光工程”、“资本运作”，投资 6.98 万元，
最终可以赚到 1040 万元。面对“准家
人”介绍的巨额利益诱惑，老刘深深的陷
入了进去，回到家就准备把家里几万元
的积蓄存款给转账过去作为投资资金。

“这听起来不就像是新闻报道过的
1040 新式传销吗？”两名柜员继续苦口
婆心的向老刘分析各种利弊。并再次向
老刘确认投资后是否需要拉人入伙，在
得到刘某肯定的回答后，继续分析劝
说。最后还通过手机网络，搜索了该新
式传销的一些网络报道现场给老刘看。
在经过两名柜员两个多小时的多番劝导
后，老刘终于有所醒悟，放弃了该笔转
款。看见刘某离去的背影，两名柜员终
于松了一口气。

陈鹏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助力家事审判案件调查
宜宾法院拿出离婚考试卷

83岁老党员
临终不忘交党费

宜宾江安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

“ 叫 魏 书 记 来
……我今年的党费还
没交……”9 月 18 日
14：04，躺在床上的曹
泽均老人用微弱的气
息向儿子传达着自己
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儿。这是宜宾市江安
县阳春镇平福村一位
83岁的普通老党员曹
泽均同志在临终前对
儿子的嘱托。

在江安，像曹泽
均同志这样的共产党
员还有很多。“党的力
量来自组织，组织能
使力量倍增。”近年
来，江安县着眼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统筹
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建设，建立县乡村
党组织、党组织书记、
党组织班子抓党建工
作责任清单，党的旗
帜在 753 个基层阵地
高高飘扬。

接到电话后，平福村村支两委
立即赶到曹泽均同志家中看望了
他，支部书记魏彬红着双眼安抚了
老人。“曹老辈，您今年的党费党组
织已经收到了，您就放心嘛。”

“当时，曹老辈已经说不出话
来了，但是他心里一定知道，我们
代表组织来看望他了，党组织在牵
挂着他，可以心安了。”魏彬告诉记
者，15 分钟后，曹泽均同志悄然离
开了人世，他和老人的儿子一起为
他穿上了孝服，送老人最后一程。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父亲
一直兢兢业业，一辈子没有多高的
权位，也没留多少积蓄，一年的党

费也只有 10 元钱，但是对于党员
的义务直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刻他
都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谈起自
己的老父亲，曹泽均同志的儿子脸
上洋溢着自豪。

据介绍，1971 年 5 月 29 日，曹
泽均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曹老辈一生最大的‘官’就是我们
村元村组组长，在任村民小组长兼
会计的 10 年里，他始终把手中权
力看作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从来没有过吃拿卡要，组上的账目
一直以来都是明明白白，不弄虚作
假。”谈起曹泽均老人，魏彬不由自
主竖起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