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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决胜脱贫攻坚
创新实行“七个一”帮扶机制

詹井村是沿滩镇唯一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164户611人。今
年4月，按照“1+6”公共服务中心标
准建成的党群服务中心投用，心理咨
询室、妇女儿童之家等功能室应有尽
有。詹井村主任梅全丽说：“依托党
群服务中心建设易地扶贫搬迁集中
安置点，16户贫困户搬进新居。这
样一来，村民办小事、看小病都不用
出村。”

产业发展离不开项目建设。詹
井村“第一书记”郑本春说，引进企
业流转土地2000亩，集科研组培、
苗木培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正在建设。

在新时代、新要求下，沿滩将脱贫
攻坚视为头等大事。创新机制，实行

“七个一”帮扶：每个贫困村一名县级
联系领导、一个帮扶单位，一个驻村工
作组，一名第一书记、一名农业技术
员、一名社会保障员，每户贫困户一名
帮扶责任人。

创建“四好”新村
展现魅力沿滩农村新风貌

说起自贡近郊游，仙市镇百胜村
小有名气。百胜村党支部书记张成英
说，通过建新村聚居点，引进企业发展
乡村旅游，建卫生村优化环境，借助农
民夜校提升农民意识等，老百姓都住
上了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
惯、形成好风气，也成功创建省级“四
好村”。“第一书记”吴蓓对未来充满信
心，“复合绿道建成后将与仙市及自贡
连通，这对让游客留下来。”

行走沿滩，深入乡村，处处“四
好”——统筹建设，群众安居。建成
幸福美丽新村20个，农村安全住房
保障率达99%以上。融合发展，群众
乐业。适龄学生义务教育入学率达
100%，农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9%
以上。教育引导，观念转变。各村
均有卫生保洁员，有垃圾收集设
施。培育引领，新风弘扬。发挥基
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优秀党支
部、优秀党员等评选。

推进产业融合
建现代柑橘花椒产业示范园

2008年起，王凯在黄市镇红旗
村一带种植塔罗科血橙，如今年产
值已超千万。每年北京、广州的订
单都主动上门，电商更打开了销路。

沿滩区农牧林业局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副主任杨国禄说，以柑橘和
花椒为主导，计划用 5 年时间打造
两个 10 万亩规模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明确了以仙市和瓦市为柑橘产
业建设的重点区域，瓦市镇的洪湾、
合星和黄市镇的群英村作为 2017
年柑橘标准示范园建设；永安、刘山
和九洪为花椒产业发展的重要区
域，2017年重点推进永安镇新元村
的花椒示范园建设。

陈启平 江昆银 华西城市读本
记者 邓丹

初见成效
有效遏制乱搭建不良之风

据悉，长期以来，在东兴区新
江路临坡一侧，部分市民在未办任
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搭建违建，用
来洗车、堆放建材等，不仅影响市
容市貌，也影响了城市环境卫生，
不少市民都曾反映过此问题。

此次新江街道拆除的违建就
是由麻柳坝社区李某、雷某擅自
在新江街道原新江村9社土地上
修建的钢架棚、板房等建（构）筑
物六处，用于经营农家乐“名园方
舟”。街道及执法人员数次登门
对当事人进行宣传教育，并下达
相关文书责令其限期整改，但当
事人拒不整改、拒不拆除搭建的

违法建设。在拆违现场，城管队员
在公路边拉起了安全警戒线，另外
一部分执法人员主动帮助经营户
将房屋内的家具搬离现场。随后，
一台挖掘机挥舞着巨大的“铁臂”
拆除违建。

东兴区此次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街道、村（社区）干部、施工队伍
200余人，执法车辆、救护车、消防
车及各类施工车辆 20 余辆，坚持

“零补偿”原则，共拆除违法建设
1076平方米，达到了强拆一处、教
育一片、震慑一方的目的，进一步

推进了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据
悉，从 9 月至今，东兴区共拆除
185户，21002.29平方米。

啃硬骨头
明年8月底前完成违建拆除

新江路临坡的违建拆除只是
近段时间以来东兴区拆违建的一
个缩影，“创卫是一块‘硬骨头’，违
建治理更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在11月17日召开的东兴区城
市规划区违法建设治理攻坚克难
大会上，东兴区委书记徐炼英就针
对违建治理这块“硬骨头中的硬骨

头”撂下狠话要动真格。
据悉，东兴区目前针对违

建拆除尚处于宣传动员阶段，
但目前已有部分当事人自愿
拆除，另外对于行政执法程序
到 了 的 违 建 也 进 行 强 制 拆
除。接下来从 2018 年 1 月至
2018年2月28日将进入自行
拆除阶段。届时，东兴区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人
员力量再次对城市规划区范
围内违法建设行为进一步核
实、取证和认定，列出重点对

象。同时，由相关责任单
位配合向违法建设当事
人发出限期自行整改通
知书，由当事人在规定期
限内自行拆除。

从 2018 年 3 月 1 日
至2018年7月31日将进
行强制拆除。被认定为
需要拆除的违法建设，超
过规定时间未自行拆除
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牵头，在有关职
能部门配合下组织人员
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值
得一提的是，东兴区对强
制拆除的违法建设严格
落实“零补偿”原则。

2018年8月31日前
完成全面拆除及巩固任
务。根据总结工作情况，
将进一步完善土地、规
划、建设管理措施，规范
建房行为，加大违法建设
查处力度，实现城市规划
区范围内无新增违法建
设现象。并建立形成长
效机制，推动城市建设用
地管理走上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轨道。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受访者供图

近日，宜宾县二中第
八届经典美文朗诵比赛在
阶梯教室举行。《江城子。
密州出猎》《百年情书》《秋
天》三个节目荣获一等奖。

据悉，参加决赛的19个
朗诵节目经过班级预赛、年
级复赛等环节的层层选拔，
最终脱颖而出。决赛现场，
选手们以饱满的热情将精
心挑选的美文深情演绎，或
高亢，或舒缓，为全场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整个
比赛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经过评委的严格评审，

来自15级23班杨又《江城
子·密州出猎》凭借优美的声
音展示、激越的感情抒发一
举夺魁。高二（23）班彭敬
峰、（14）班陆晴晴带来的《百
年情书》、高一（12）班刘晓芳
带来的《秋天》同获一等奖；
高三年级选送的《我的南方
和北方》《青春中国》，高二
年级选送的《红高粱》《会
唱歌的鸢尾花》《我有祖国，
我有母语》以及高一年级选
送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等荣获二等奖；另有10个
节目荣获三等奖。 （张露）

遗失声明
兹 有 自 贡 市 水 立 方 餐 饮 管

理有限公司公章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沿滩区推进农业现代化

随着最后一批 95 后
即将走入大学校园，婚恋
问题也被提上这群年轻
人的日程。12 月 16 日，
有缘网“青春热恋季”全
国高校交友趴活动落地
成都站，助力大学生交友
同时，以深访方式揭秘95
后婚恋观。

活动中，来自电子科
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
财大等多所高校的大学
生欢聚一堂，当被问道择
偶标准时，一位大学生表
示“生活本来有很多压
力，希望和另一半在一起
的时候能开心点吧，我比
较 偏 好 幽 默 会 玩 的 男
生。”据有缘网数据调研
显示，在对95后择偶标准
的调查中，有 35.2%人并
不 认 可 择 偶 标 准 这 个
词。他们认为，爱情重要

的是感觉，并不需要条条
框框去衡量。

与此同时，有缘网发现
热爱二次元撒欢、怯于三次
元搭讪是95后的普遍婚恋
表现，较于现实生活，62.6%
的95后倾向于通过网络寻
找约会及婚恋对象。在对
以约会及婚恋陌生人交友
成功率的调研显示，仅有
10.3%的95后在现实生活
中实现了交友目的，而有缘
网上的95后用户数据也印
证了这一点，有32.7%的95
后用户表示有交友成功过；
在以婚恋为目的95后中，超
过12%的用户在有缘网达
成了交友目的。

据了解，后期活动深
访内容将与有缘网用户调
研数据一起构成《95后婚
恋观报告2017》，成为了解
95后婚恋观的最佳窗口。

宜宾县二中举行经典美文朗诵比赛

有缘网“青春热恋季”席卷全国

成都站大学生欢聚脱单

拆除一处 震慑一片
东兴区拆除违建动真格

今年 7 月，沿滩镇詹井村的黄
小兰在村里的“扶贫车间”找了份月
入3000多元的缝纫工，“不用加班，
还方便回家照看家人。”这是自贡市
沿滩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
展的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鲜明的指引，让沿滩
的农村农业又迎来发展的春天。

“看着乱七八糟的，对周围环
境影响不好，早就该拆了。”12月
15 日，内江市东兴区拆违控违办
联合东兴区城管执法大队、东兴
区公安分局、新江街道等，共出动
人员约200名、各类车辆20余辆，
对内江市新江路约1076平方米的
违法建设（以下简称“违建”）进
行拆除。在拆除现场，附近的居
民王先生说，以前这里经常会闻
到一阵阵恶臭，对附近居民的生
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沿滩“草雕节”游客徜徉田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