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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小英雄王二小顺从地
走在前面，将敌人带进了埋伏圈后，
英勇地牺牲在了山间……”11 月 30
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

（版权）局主办，达川区委宣传部、赵
家镇人民政府、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达州市公司、新华文轩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店承
办的“书香达州·爱阅读·会生活”
2019天府书展达州分会场系列活动
在达川区赵家镇正式启动，活动现场
同学们将课本“搬”上舞台，朗颂经
典，赢得场下观众阵阵掌声。

在活动现场，围满了前来看书和
购书的群众和同学们。“这本书，我找
了好久，今天终于找到了，还打折
……”记者注意到，活动现场的桌台

上，摆满了各种类别的书籍。“结合
活动的主题，我们带来了时政、文
学、儿童读物以及农业知识方面的
书籍，总共有 3000 册左右。希望
能够让乡镇的群众和同学们在 家
门 口 阅 读 到 想 读 的 书 籍 。”据 新
华 文 轩 出 版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达 州 书 城 副 经 理 罗 艳 华 介 绍 ，新
华文轩达州市各级机构协同实施，
以“书展到乡镇，阅读进校园，阅读
共分享”为主题，通过覆盖全市各县

（市、区）的流动书展、校园书市和阅
读分享等方式，将优质阅读、活动资
源带进乡村、带进校园、让读者们近
距离感受阅读带来的快乐。

（本报记者 程科 摄影报道）

书香达州 爱阅读 会生活

天府书展达州分会场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好球、好球……”11月30日至12月1日，市体育
中心综合馆喝彩声、加油声一浪高过一浪。由市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主办，市体育中心、市羽毛球协会协办的2019秦巴地区羽
毛球混合双打团体邀请赛在这里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川、
渝、陕等省（市）羽毛球协会（俱乐部）30 多支队伍的 200 余名

“羽林高手”在此过招。
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附加赛

决出名次。两天的激烈角逐中，各地参赛选手们为现场球迷献
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赛事，比赛更成为秦巴地区广大羽毛球爱好
者们相互交流、切磋球艺的平台。最终，达州市远帆羽毛球俱
乐部一队获得第一名，重庆市涪陵区凯胜体育队获得第二名，
重庆市开州区爱羽者队获得第三名。

（本报记者 魏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1 月 28 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
基层供电所建设经验交流
研讨会暨2018年度“寻找最
美供电所”表彰活动中，国
网达州供电公司斌郎供电
所荣获“中国金牌最美供电
所”称号。

近年来，斌郎供电所在
解决安全工作更安全上、网
络状况更坚强上、服务工作
更优质上、经营活动更规范
上狠下工夫，走出了一条符
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内部管理上初步形成了

一套以“达州电君子助力新
经开”文化核心为己任，“4、
5、6、7”工作体系为主线、“6
个 1”管控工作法为抓手的
工作模式，成功破解了各种
工作难题，打开了工作局
面、打出了一套符合自身需
求较为成熟完善的特色精
准工作“组合拳”，为出色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
组织保障，以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
宗旨。

（侯晓东 王章卜）

斌郎供电所荣获
“中国金牌最美供电所”称号

本报讯 近年来，达川
区将脱贫攻坚作为“三农”工
作的总揽，通过压缩一般公
用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持续加大本级财政专项扶贫
投入，支持改善农村基础设
施，加速发展农业优势产业，
全面巩固区域脱贫攻坚成
效。

根据中央、省、市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补助情况，结合
达川区当年脱贫攻坚任务，
将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纳
入年初预算，对脱贫攻坚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年初预
算保障。

按照脱贫不脱政策的要

求，全区财政专项扶贫投入持
续稳定增长，2019年区本级
财政投入资金4620万元，与
2018年3480万元相比，增加
1140万元，增长32.76%。

2019 年区级安排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4620万元，占
中央和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 资 金 11704 万 元 的
39.47%，远远大于省级要求
秦巴山区贫困县投入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占中央、省级资
金 10%的比例，区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占中央和省级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比例不断
提升。

（邓茂林）

达川区建立
财政扶贫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本报讯 今年来，万源
市财政局加大扶贫领域财
政投入、强化资金保障、规
范扶贫资金使用，推进全市
贫困村脱贫摘帽，全力保障
该市2019年32个贫困村退
出、10281 人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

2019 年该市市本级共
安 排 扶 贫 资 金 8095.72 万
元，较去年 5515 万元，增幅
46.79%；市本级安排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5600万元，较去
年 4998 万元增幅 12.04%。
整合力度加强，万源市共整
合涉农资金 53094.5 万元，
增幅 43.43%。整合资金分
别用于农村道路交通建设、

农村安全饮水及水利设施
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等。

为确保扶贫资金管理
有序、使用规范，今年该市
修订完善了《万源市统筹整
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
办法》《万源市财政专项扶
贫项目管理办法》等，明确
了资金整合范围、整合程
序、使用方向、项目实施、验
收及报账、监督与评价以及
相关部门职责。为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了涉农整合资
金监督使用管理，提高涉农
整合资金使用效益，全力保
障和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晏建波）

万源市财政
全力助推脱贫摘帽

本报讯 11 月 29 日上
午，中国共产党达州职业技
术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学
术报告厅开幕。本次大会主
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以及省委“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部署，
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实现“两
个定位”、争创全省经济副中
心的目标，团结带领全院师
生员工，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忠诚担当，创新实干，为建设

“四川一流、西部特色”高水

平高职院校努力奋斗。
大会听取了《不忘初心

勇担当 牢记使命再出发
为建设四川一流、西部特色
高水平高职院校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

本次大会为期三天，大
会将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
党达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一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国
共产党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
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
产党达州职业技术学院第
二届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达
州职业技术学院第二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 (赵悦
本报记者 熊廷江 陈首江)

努力建设
西部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

本报讯 近日，行走在开江县牛山寺公
园、滨水景观、莲花世界等人群密集区，一面面醒
目的公厕标识映入眼帘，走进“音乐厕吧”体验，
智能化冲洗设备极其便捷，轻音乐格外动听。

市民李英介绍说，开江县城从曾经的一
条独街到如今高楼林立，如今的迷人滨水景
观、文化气息浓厚的森林公园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休闲散步，但令她最为烦忧的就是

“如厕难、难入厕”问题。
开江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深入开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
事”活动，李英和部分群众代表书面向问题
受理中心反映了这个情况，相关部门获悉
后，县住建局牵头，赓即对全县城乡公厕进
行了摸排调研，对其建设方向进行了规划。
说干就干，实行倒排工期，抢抓进度责任制，
一座座高质量公厕相继建成。截至目前，各
乡镇、医院、便民服务中心等单位免费开放
公厕62座，已建成星级公厕4座，升级改造
标准化公厕15座。

“公厕问题看似小事，但它却是衡量一座
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善厕所卫生状况直
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环境状况，这样
的‘关键小事’能不能做好，反映的是把民生
当作‘大事’的情怀和担当。”开江县主要领导
在调研公厕建设时，如是向该县党员干部交
心谈心。 （特约记者 何努）

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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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2 日，记
者从“千里携手 海山增辉”
舟山市民政局、舟山市慈善
总会达州对口协作签约仪式
上获悉，舟山市民政局为达
州市捐助社会组织服务困难
群众项目资金25万元，舟山
市慈善总会为万源、宣汉捐
助慈善项目100万元。

据悉，舟山市民政局与
万源市、宣汉县民政局就开
展社会组织参与对口帮扶进
行了签约，帮扶内容涉及为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优抚对
象、重度残疾人和留守妇女
提供生活照顾、情绪疏导、关
系调适、权益维护和帮扶慰

问等活动。舟山市慈善总会
与万源市、宣汉县民政局签
订对口帮扶协议，主要开展
慈善助学、暖冬行动、关爱失
能老人，将给特困老人购买
棉被、棉衣、发放救助金，给
孤残儿童、特困家庭大病患
者发放救助金。

今年以来，舟山市社会各
界积极助力达州脱贫奔康，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主动对接
协作地区帮扶需求，提供物资
援助。据统计，截至11月底，
舟山市社会各界及浙江省属企
业向达州捐助款物约1995万
元，并积极开展助医、助学等帮
扶项目。 (本报记者 刘欢)

舟山市慈善力量
助力达州脱贫奔康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
运输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关
注热点，通川区运管所紧盯涉及
黑车非法营运乱象，持续有力开
展非法营运整治行动。

“你们叫啥子名字？不要说
假话哈，认识就认识，不认识就不
认识？”近日，在达州火车站外三
停车场门口，通川区运管所的执
法人员对一辆载有4人的轿车司
机进行询问。 经 过 调 查 ，该 车
上的三名乘客与驾驶员讲好以
每人 70 元的价格到通江，由于
该车涉嫌非法运营，执法人员
对该车实施了暂扣。通川区运
管所稽查站站长魏子淇告诉记
者，“经现场调查取证发现，该
车涉嫌非法运营行为。如查证
属实，我所将依照巡游出租车
服务管理规定第 45 条的规定，
依法对该车当事人进行严肃处

理。”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共享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网络约车平
台的出现及国家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等政策在各地出台，
非法营运现象陡然抬头，非法营
运车辆打着“网约车”幌子从事非
法营运现象尤其突出。针对这一
情况，通川区运管所成立了多个
执法组，加大巡查力度，并通过实
地走访，摸排线索，掌握部分“黑
车”经营者运行时间、区域、活动
规律等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重
点查处；在客流高峰期，还联合特
警、交警在公交首末站出口、罗
浮道城小区附近、城区周边停车
场巡逻，查处“黑车”及“喊客揽
客”不法人员，劝导违停候客的
出租车守法经营；采取排班错
时、夜间突袭等各种行之有效的
措施加大非法营运整治力度。班
线客车驾驶员赵家兵告诉记者，

跟以前比起来，现在的经营秩序
好多了，揽客的、周边那些黑车揽
客的也没有了，客流量比以前上
升了。

从 2015 年至今，通川区运管
所共查扣处理非法营运车辆1062
台次，其中，2018年查扣非法营运
车辆 238 台次，2019 年至今查扣
非法营运车辆218台次，协助特警
抓获“喊客揽客”人员近 200 余
名。查处出租汽车不规范行为49
起。

通川区运管所负责人表示，
下ー步，区交运局将进一步加强
领导，与公安、交警、媒体等部门
联动，按照守点打线控面的工作
思路，重点打击地下客运班线和
主城区巡游黑车，着力规范巡游
出租车和网约车营运行为，全力
净化道路运输市场，提升群众满
意度。

（王勇 本报记者 曹芮铭）

规范巡游出租车、网约车运营行为

通川区重拳整治非法营运车辆

秦巴地区
“羽林高手”在达过招

本报讯 近日，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四川局（以下简称“四川储备局”）主
导、437处出资30万元在万源市白羊乡茶
园坪村汪家坝组修建的两座漫水桥正式开
工，汪家坝村民出行难将成为历史。

万源市白羊乡茶园坪村是四川储备局
继帮扶白羊乡新开寺村、三清庙村整村脱

贫后，主动承担帮扶的第 3 个贫困村。在
帮扶期间，四川储备局不仅为村委会捐赠
办公设备，因为考虑到全村公路沿线天黑
无照明，捐赠 89 盏太阳能路灯并安装投
放。该局职工捐款免费对茶园坪村136户
村民的老旧线路、电器等电路进行了改造。

在改造线路的过程中，服务队员发现，

该村的汪家坝组是茶园坪村位于山脚石梯
子河畔的一个村民生产小组，该组共有村
民 62 户 23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9 户
34 人。村民出行，必须经石梯子河（小地
名）进出，一遇下雨，山洪暴发，村民无法出
行。同时，出村的道路一遇下雨就泥泞不
堪，稍有不慎就会跌在稀泥里。

该局帮扶人员回到单位后，当即联合
党员服务队成员做调研，思考是否能为村
民修路、修桥，解决出行问题。经过调研，
得到了领导和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10
月11日，四川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昌

模冒着绵绵细雨，亲赴万源市白羊乡茶园
坪村，现场决定在茶园坪村汪家坝组援建
两座漫水桥，采用帮扶单位出资出物，村
民义务出力模式。截至11月，四川储备局
已捐赠资金48万元，用于茶园坪村汪家坝
组硬化1.2公里社道路。

据了解，四川储备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万源市白羊乡茶园坪村位于白羊乡东北部，
辖6个村民小组，系贫困村，全村总户数325
户，总人口1352人，有贫困户85户289人，特
困供养15人，残疾42人，低保81户82人。

（邓锡珺 本报记者 田乙斯）

真心帮扶显真情 修桥修路真扶贫

白羊乡茶园坪村两座漫水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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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15：00在通川区金龙大道凯
达宾馆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路560、562、564号，面积78.5平方米，参考
价为0.9万/平方米，保证金7万元。

本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展示标的，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于2019年12月
9日17:00前，携带竞买保证金及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具体
要求详见拍卖会《竞买须知》。

电话：17781967600 地址：达州文华街73号农行10楼
四川达拍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日

通川区朝阳东路560、562、564号第二期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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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涉水过河村民涉水过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