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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担当实干
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内江市委组织部专题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阴李国 本报记者 丁明海 蒋永飞
近日，四川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苟小莉主持召开市委组织部部务
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四川
考察调研，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全省各
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对四川工作的高度
重视，为四川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方向
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市组织系统要深刻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四川德阳

神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切实把总书
育培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
记的殷殷嘱托和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新 四川省委、内江市委部署要求作为党员
时代内江组织工作的实际行动。
干部教育培训主课，精心组织各类研讨
会议强调，全市组织系统要把学习
班、
专题班，
分层分批推进党员干部教育
好、
宣传好、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 培训全覆盖。要着力服务中心大局，
坚持
察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讲政治、
抓发展、
惠民生、
保安全”的工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迅速组织传达 作总思路，聚焦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
学习，
通过中心组带头学、
支部集体学、 化经济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扎
科室结合学、
专题研讨学、
个人对照学等
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重大任务，结合内江
方式学思践悟、
融会贯通。要集中抓好教
组织工作实际，
落实
“政治引领、
标准提

升、
基础规范”
工作思路，
做深做实干部
“135”
工程、
基层党建
“465”
工程和
“八大
行动”
“1163”
人才工作思路等重点工作，
推动组织、
干部、
人才资源向中心聚焦。
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坚持严的主基调
不动摇，
落实
“五个一辈子”
要求，
深入开
展
“五比一争创”
活动，
突出抓好
“两清单
两通报一台账”
检视问题整改，
统筹推进
全市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实现县乡村三级全覆盖

阴本报记者 李鹏飞
近日，四川德阳全市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现场会在罗江区召
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四
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回顾
总结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
作成效，推广先进经验，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任务，推动全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实现深化拓展、
提质增效。
当天，参会人员来到罗江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展板
介绍和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
区（市、县）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工作中取得的好经验、
好做法。
德阳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
长吴成钢强调，当前，德阳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部署要求，要围绕中央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建
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战略意义，
把党的新理念、方针政策第一时间传
递下去，
切实服务好群众。要以志愿服
务为抓手，不断丰富志愿服务活动内
容、健全志愿服务机制，着力解决好志
愿服务理念问题、建设好志愿服务队
伍，扎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入发
展，切实做好社区志愿服务、文明创
建、关爱未成年人等工作，营造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浓厚氛围，积极弘扬社
会正能量。要整合资源、守正创新，探

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新路径，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作为“一把手
工程”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高质量高
水平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以 实际 行 动迎 接 党的 二 十大 胜 利 召
开。
据了解，近年来，德阳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全面铺开、纵深
推进，取得了积极进展。健全组织架
构。坚持市本级负总责、县级抓推进、
乡镇抓落实，夯实组织架构，多次召开
工作会议组织专题调研，指导罗江、绵
竹深入推进全国试点任务，积极组织
其他区（市、县）参照试点标准开展探
索建设。目前，
全市已建成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 7 个、实践所 84 个、实践站

1185 个，实现了县、乡、
村三级全覆盖。
有效发挥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等载体，开展“声入民心”理论宣
讲、
“健康赶场”等形式多样的文明实
践活动 2 万余场次，惠及群众 58 万余
人，
受到了群众广泛好评和欢迎。
会上，旌阳区围绕社区文明实践、
罗江区就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深
化志愿服务质效、
广汉市就文明实践与
基层治理有机结合、
什邡市围绕以新时
代实践中心建设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
绵竹市围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
地建设复兴少年宫工作、
中江县突出因
地制宜抓所站建设、
德阳经开区就立足
群众开展精细化志愿服务进行了交流
发言。

道路成“网”
发展提速
近年来，川陕革命老区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持续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通了巴万高速、镇广高速王
坪至通江段，完善了以高速为骨架、乡村道路为脉络的
城乡交通路网，
进一步改善了出行条件，有力推动了县
域经济发展，
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夯实了基础。
特约记者 程聪 摄

记者走基层——
—乡村振兴看四川广元市朝天区

秸秆打捆离田 变废为宝促发展
阴乔攀祥 张安红 本报记者 魏彪

连日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羊
木镇金台社区、东山村公路沿线一派
忙碌景象，群众们正忙着将堆放在路
边的秸秆送入打包机料斗，经过粉碎、
压缩后，散乱的秸秆堆变成了一个个
方形的秸秆捆。
秸秆打捆离田，变废为宝促发展。
今年以来，朝天区通过开展“村企联
动”试点，将秸秆变废为宝，进一步提
高了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护了美丽宜
人的乡村环境。
羊木镇金台社区副书记杜娟告诉
记者：
“今年我们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
动群众将秸秆搬运到公路沿线指定的

位置，由企业回收作饲料使用，既解决
了我们社区秸秆处理难的问题，又方
便了以后的耕种。”
据了解，秸秆回收企业——
—四川
那座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朝天区发
展肉牛产业的龙头企业，以往公司主
要通过外地购入、基地种植等方式满
足肉牛饲料所需。今年，
该公司通过与
朝天区村集体经济组织协作，将回收
的作物秸秆用作肉牛饲料，这比从外
地购入成本降低了 50%。
四川那座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永安介绍，目前，该公司已收集
加工了 100 多吨秸秆，后续公司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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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氨化处理等方式对秸秆进行二次
加工，
以便达到饲用需求。
实行秸秆饲料化利用，是朝天区
加快推进全区肉牛羊产业突破性发展
的十条举措之一。作为试点乡镇，
羊木
镇按照“乡镇管、业主收、农户卖、政府
补”的模式，对肉牛羊养殖场（户）按
400 元 / 吨的标准给予补助，大大提高
了养殖场（户）的积极性。同时，
秸秆打
捆离田，不仅从源头上消除了秸秆焚
烧所带来的火灾隐患，保护了碧水蓝
天，也减轻了农户负担，提高了秸秆饲
料化利用率，实现了农户与企业的双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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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群众参与、村社组织、企业
回收，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羊
木镇副镇长仇波介绍，下一步，该镇将
总结经验，广泛宣传，完善“企业 + 村
社 + 农户”秸秆回收利用模式，进一步
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率。
近年来，
朝天区大力推广秸秆覆盖
还田、
腐熟还田、
秸秆饲料化、基料化和
原料化利用，实现了“一秆多用”
；并积
极引进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新技术，生产
新型生物质颗粒燃料等产品，
提高秸秆
利用附加值。截至目前，
该区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 92.5%，每年秸秆综合利用达
9.91 万吨，
改良土壤近 23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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