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塔山公园、
清溪湿地公园、花萼湿
地公园、松山公园等一
批绿色公园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已成为内江市
民亲近绿色、感受生态
文明的理想之地。

之所以在城市里也
能随意享受绿色生态的
美丽，得力于内江市制定
的以建设幸福美丽内江
为主题的《大规模绿化内
江行动方案》。规划用5
年时间，着力实施重点工
程造林绿化、生态脆弱区
治理、水系绿化、通道绿
化、城市森林建设、绿色
家园建设、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绿化成果保护等八
大绿化工程。

6月11日，记者从内
江市林业局获悉，在今年上
半年，内江市累计绿化造林
54170亩，占全年目标任
务的58.7%，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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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看过来
内江人社局详解就业创业有关政策

又是一年毕业季，
为鼓励、引导和支持大
学生就业创业，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
业，日前，内江人社局对
大学生就业创业有关优
惠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
解读，毕业欲到甜城内
江就业创业，不能错过
这份贴心的解读服务，
快来看看都有哪些就业
扶持政策吧。

1.求职创业补贴。
对学籍在省内高校的城乡

低保家庭毕业生、贫困残疾人家
庭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
业生、残疾毕业生、已获得国家
助学贷款的毕业生、特困人员中
的 毕 业 生 ，一 次 性 给 予 每 人
12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同时
符合两个及以上条件的，不重复
享受。由高校会同市人社、市财
政部门负责办理。

2.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
大学生在校期间参加职业

培训和技能鉴定，可以享受一次
培训补贴和鉴定补贴。由市人
社部门负责办理。

3.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
难毕业生帮扶补助。

对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
难毕业生，离校前给予一次性就
业帮扶补助 600 元。由高校和
教育局负责办理。

4.免费师范毕业生项目。
由基础条件较好、培养能力

较强的省属高等师范院校实施
免费师范生培养工作。选拔乐
教适教的优秀学生免费攻读师
范类专业，为我省艰苦地区农村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和特
殊教育学校定向培养教师。免
费师范生在校期间免缴学费、住
宿费，并享受在校期间每学年10
个月生活补助。优秀免费师范
生按有关规定可同时享受奖学
金资助政策。免费师范生与培
养学校、生源地市(州)或报考服
务地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签订三
方协议，毕业后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时间不低于 8 年，其中，在县
(市、区)以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和农村幼儿园〔不含县(市、区)本
级及城关镇〕工作时间不低于 5
年。鼓励免费师范生长期执教、
终身从教。免费师范毕业生在
协议服务期内不能脱产提升学
历。支持、鼓励免费师范生在职
提升学历。

5.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

位招聘工作人员。
应届毕业生毕业学年可报

考市级以下机关公务员。国家
统一组织的政法体改生专项招
考项目单设名额，定向招录应届
毕业生。公务员公招考试中，特
殊困难家庭毕业生免收公共科
目笔试考务费用。

6.鼓励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含新

生），服役期间保留学籍或入学
资格，退役后2年内允许复学或
入学。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
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
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退
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
费减免。标准：本、专科（高职）
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
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高职（专科）在校生

（含高校新生）入伍经历可作为
毕业实习经历和基层工作经历；
具有高职（专科）学历的毕业生，
退役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荣立
三等功以上奖励的高职（专科）
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在完成高
职（专科）学业后，免试入读普通
本科；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升本实
行招生计划单列。面向退役大
学生士兵硕士研究生实行专项
招生；将服兵役情况纳入推免生
遴选指标体系；在部队荣立二等
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研究
生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
攻读硕士研究生；将考研加分范

围扩大至在校生（含新生），在继
续实行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退
役后按规定享受加分政策的基
础上，允许在完成本科学业后 3
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放宽退役大学
生士兵复学转专业限制，退役后
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
序可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应届毕业生应征服兵役，退役后
1年内可同等享受离校未就业毕
业生就业扶持政策。

7.建立大学生实训基地。
支持高校实行校企对接，鼓

励和支持各类企业接纳大学生
实习，建立相对稳定的大学生实
习基地。组织开展“逐梦计划”
大学生实习活动。拓展就业实
习、见习基地的领域和功能，积
极培育、认定一批学科门类齐
全、基础条件完备且集实习、见
习功能于一体的实训基地。相
关补贴按现行政策规定执行。
由高校创办及高校与企业联办
的大学科技园、电商基地，纳入
实训基地认定范围。对认定的
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

8.高校双选会补助。
对省内地方属公办高校（不

含国有企业办院校）举办毕业
生就业双选会给予以适当经费
补助。陈健 傅荣峰 华西城市
读本记者 昔兴琪（图片由受访
者提供）

成果
半年累计绿化造林54170亩
完成义务植树164万株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和各县

（市、区）上半年目标任务逐渐完
成，2018 年大规模绿化内江春
季造林行动圆满结束。”内江林
业局工作人员表示，上半年，全
市累计绿化造林54170亩，占全
年目标任务的 58.7%，超春季造
林目标任务18.7个百分点。

其中，市中区造林6220亩，
占目标任务的69.1%；东兴区（含
高新区）造林9400亩，占目标任
务的61.4%；经开区造林250亩，
占目标任务的41.7%；隆昌市造林

9400亩，占目标任务的55.3%；资
中县造林12300亩，占目标任务
的53.7%；威远县造林16600亩，
占目标任务的60.4%。上半年全
市完成义务植树164万株，占全年
目标任务的82%。

“全市春季造林能够超额完
成，主要有三个特点。”林业局工
作人员说，首先是经济林建设占
比较高。今年，内江市充分考虑
农户和业主对经济效益的诉求，
春季绿化造林把生态绿化与生态
富民紧密结合起来，坚持生态、经
济、社会三大效益并举，上半年全
市栽植雷竹、巨黄竹、柑橘（含血
橙）、李子等林产业基地约3.5万
亩，占全部造林面积的2/3。

其次是社会投资造林势头
强劲。各县（市、区）积极引导和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造林绿化，为
林业发展增添动力。不仅破解
了绿化资金不足的瓶颈，还实现
了政府要绿、公司得利、规模造
林、提质增效的多赢目标。同
时，春季造林期间，市大规模绿
化内江行动办组织人员在重要
时间节点都对造林绿化工作进
行了专项督导。

据悉，下一步，内江林业局
将充分利用6—8月不适宜造林
季节，积极做好秋冬季植树造林
的土地、种苗等物资准备，确保
秋季植树季节来临，各县市区能
迅速投入大规模绿化内江行动，
保证全年造林任务圆满完成。

规划
5年时间实施八大工程
构筑内江生态文明家园

未来几年，内江将构建以内
江沱江水土保持和生态涵养为主
体的多层次城市生态绿廊为重
点，通过实施“八大绿化工程”，大
规模绿化内江，力争到2020年,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以上，
国土绿化覆盖率达到38%以上，
实现全市绿水青山、蓝天净土，构
筑内江生态文明新家园。

按照四川省大规模绿化全川

思路，结合内江市全面的摸底调
查，内江市制定了以建设幸福美
丽内江为主题的《大规模绿化内
江行动方案》，方案规划从2016
年到2020年，着力实施重点工程
造林绿化、生态脆弱区治理、水系
绿化、通道绿化、城市森林建设、
绿色家园建设、森林质量精准提
升、绿化成果保护等八大绿化工
程。完成人工造林19.1万亩，封
山育林4.2万亩，生态脆弱区治理
3万亩（岩溶区综合治理），草原生
态保护修复4万亩（人工种草），森
林质量精准提升24万亩。大幅提
升森林、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实现
地绿山青、绿满内江，筑牢长江上
游沱江中游生态屏障。

盛夏季节，绿荫环绕。一幅
以大规模绿化内江为主题的绿色
发展画卷正在甜城大地徐徐展
开。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马梦飞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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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造林54170亩
大规模绿化内江首战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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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政协大规模绿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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