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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六首
□ 雄欧

四川经济日报讯（尹潇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德阳经开区旌东街道召开
学习贯彻经开区党政联席会精神暨第
一季度工作推进会。街道班子全体领
导、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各村社区“两
委”全体成员、村社区监委会主任、全
体网格员参加会议。

会上，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顺友要
求全体干部职工迅速由“过年状态”切换
到“工作状态”，切实做到精神状态、工作
干劲、纪律作风“三个到位”，以昂扬的姿
态、崭新的面貌投入到各自工作中，聚焦
落实市委“落实攻坚年”、经开区党工委

“开拓奋进年”主题，认真梳理2019年工
作要点和目标任务，做到层层分解、责任
到人、落实到位，确保2019年的良好开
局。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杨敏通
报了街道春节期间值班值守有关情况，对
春节期间迎新春文艺汇演、柳梢堰湿地公
园开园演出、新春民俗大巡游等活动取得
的良好效果给予了肯定，组织学习了《旌
东街道管理办法》《旌东街道领导同志工
作分工》《街道机关工作人员定岗定责方
案》等重要文件，要求街道全体干部职工

严格遵守执行。随后，各分管领导分别对
近期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田
裕波传达了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并对近
期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着力
推动旌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抓
好拆迁攻坚任务；三是牢牢抓住项目建
设“牛鼻子”；四是对标2019年工作要点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最后，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顺友围绕
“开拓奋进年·旌东再出发”的工作基调
和建设“活力旌东、繁荣旌东、美丽旌东、
幸福旌东”的奋斗目标，对全体干部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要调整节奏，回归状态，
集中精力投入到新的一年工作中；二要
明确职责，创先争优，端正工作态度，提
高工作标准；三要遵章守纪，强化执行，
自觉服从上级领导安排，坚定不移抓好
工作落实，努力为德阳经开区打造千亿
产城、建设凯洲新城作出积极贡献。同
时，张顺友还对全体干部职工提出了“三
个严禁”的纪律要求：严禁打牌打麻将敛
财赌博、严禁工作日中午喝酒、严禁上班
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

2018年，遂宁市总工会着力增“三
性”、去“四化”，强基层、促创新，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被评为全国市
级工会财务工作先进单位，获全省工会
领导班子考核特等奖、全省工会经审工
作规范化建设特等奖，有9项工作获省总
工会荣誉，1项工作获市政府荣誉，6项工
作获市委办、市政府办荣誉。

引领职工思想政治上有作为

遂宁市总工会加强机关党建和工会
组织建设，将党建工作、职工意识形态和
党风廉政建设纳入了年度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将职工集中学习与市总工会党组
中心组理论学习、“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三会一课”等充分结合起来，建立
了每月集中学习制度、会前学法学纪制
度、领导干部专题辅导制度、学习心得交
流讨论制度、每月学习总结制度等。市总
工会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讲党课人均在2
次以上，完成理论文章18篇、经验交流材
料10篇。开展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演
讲比赛以及中国梦劳动美——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职工书画展、摄影展和征

文活动。

服务党政中心工作上有作为

去年，遂宁市总工会在全市广泛
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三个
十万”等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推动实
施行业性、区域性专项劳动竞赛，覆盖
职工达 15 万人次，提出合理化建议
1800余条，实现技术革新 120余项。深
化“工人先锋号”“五化五强”班组等创
建活动，培育市“优秀工人先锋号”11
个、“工人先锋号”50个，命名市首席职
工（技术标兵）23名、优秀晋级职工 26
名。命名市优秀劳模创新工作室 4个、
劳模创新工作室8个，拨付创建经费16
万元。深入开展“七五普法”、法律“七
进”活动，建立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
织 350余个，聘用维权律师 99人，接待
法律咨询 2000余人次，援助 223件次，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600余人次，落实、
追讨工资400余万元。

参与精准帮扶脱贫上有作为

遂宁市总工会在市委和省总工会

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困难职工帮扶档
案，从人力、物力和资源上加大投入，
实施一户一册，个性化精准帮扶。2018
年，市本级投入帮扶资金2108万元，申
报并承接省总工会项目资金265万元，
争取中央省市财政专项帮扶资金 532
万元。开展送温暖（市本级）3860人次，
助学救助 2168 人次，医疗和生活救助
2900人次，创业就业援助4600人次，女
职工大病保险2900份。另外，还开展了
农民工常态化服务、会员普惠性服务
和关心关爱女职工、癌症患者、艾滋病
患者、特殊疾病儿童等帮扶活动。拨付
专项资金 50万元，帮助农村联系点大
英县文龙村搞好提灌站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产业发展，2018 年该村顺利通过
扶贫验收。

推进工会改革创新上有作为

遂宁市总工会对标落实《遂宁市
总工会改革方案》，紧扣目标，增添措
施，自加压力，攻坚破难，有力有序有
效推进各项改革工作，38 项改革任务
已于 2018年 12月底前全面完成。出台

《遂宁市总工会关于推进基层工会工

作“网格化”的通知》《遂宁市总工会关
于关爱服务农民工工作意见的通知》，
工会工作网格化、服务农民工常态化
被媒体广泛报道，得到相关领导的充
分肯定。

激发基层工会活力上有作为

遂宁市总工会将更多的资源和手
段向基层工会下沉，让基层工会组织
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和强起来。
2018 年，遂宁市已建基层工会组织
3829家，工会会员 28万余人，建会率、
入会率均达95%以上。成功创建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 1个、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1
个，省级模范职工之家 3个、省级模范
职工小家5个。成功创建全国职工书屋
示范点2个，分别创建省级职工书屋示
范点、省级职工培训示范基地、省级农
民工文化驿站各1个。命名市级模范职
工之家 38 个、市级模范职工小家 17
个。为符合条件的318名非公企业工会
主席发放岗位补贴 25万余元。分别命
名精品、示范、达标工会（工联会）24
个、30个、42个。打造基层工会示范点3
个，下拨专项补助经费16万元。足额预

算下拨乡镇（街道）、开发区（产业园
区）工会工作专项配套补助资金268.73
万元。

全面推进作风建设上有作为

树立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抓主
业、抓政绩的思想，全面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中层以上
党员干部分别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廉政承诺书》，同时建立个人廉
政档案。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
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十项规定，组织职
工学习中央省市纪委通报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系列典型案例，以案说纪、以案
说法，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建立节庆廉洁短信提醒制度、廉政谈
话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
等。推行《遂宁市总工会干部岗位三级
风险防控制度（试行）》，将重要岗位人
员纳入风险点不定期进行约谈。出台

《遂宁市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
办法》，实施“2+1”审计制度，全年实施
审计项目 31个，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参
与审计20个，审计资金总额2.73亿元。

谭林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琳琪

德阳市经信委
真情服务离退休干部获点赞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德阳
市经信委党组高度重视老干部工作，严格
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认真抓好有关离退
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各项制度和政策的
落实。

首先，加强离退休干部“三项”建设。
去年，该市经信委离退休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了《中共德阳市委老干部局 2018 年
工作要点》和关于做好 2018 年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建设。一是加强政治建设。扎
实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让全体离退休干部在政治上始终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加强思想建
设。经信委离退休工作结合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
开展，给每位离退休党员送去了党章、
十九大报告各一本，同时开展了宣讲活
动。三是加强和改进了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建设。为进一步加强离退休支部的组
织管理，结合离退休工作实际，经批准，
将原下设的十个离退休支部改组整合为
5 个支部，各离退休支部设支部书记和
两个委员，支部书记为总支委员，确保
了各支部工作的开展和各项学习制度的
落实。

其次，用心用情关爱老同志、为老同
志办实事解难题。德阳市经信委组织了
春节团拜会、重阳节庆祝等活动。由经
信委党组书记、主任黄琦带领委领导参
加，两次作了全委工作及全市工业经济
发展情况的通报，同老干部开展交流讨
论，并征询老干部的意见建议；节前，黄
琦等领导看望慰问了困难多病的 30 余
名离退休老人。

同时，抓好政治待遇的落实。组织各
支部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全体离退休干部
活动和全体党员学习，主要是认真组织传
达上级文件，抓好“两学一做”常态化的学
习，学习了十九大报告、党章、宪法、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在党的生日，组
织评选了离退休干部先进支部、优秀支部
书记和党员。

此外，抓好生活待遇的落实。组织了
全体干部和退休女职工的体检；落实了退
休支部书记和委员的工作补贴；及时发放
离退休干部书报、疗养费以及重阳节、春
节慰问费。

不仅如此，德阳市经信委还积极参与
助力脱贫攻坚，关怀生病的离退休干部，
协助去世的老同志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申
报丧葬费和抚恤费，并按政策规定办理了
遗属生活补助。

政策的落实，精心的关爱，热情周到
的服务，使德阳市经信委受到上级部门的
肯定和老干部点赞。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
文/图）近日，记者获悉，成都高新区启
动了 2019 年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项
目征集。从即日起至2月28日，辖区群
众和企业、单位等可通过成都高新门
户网站、“成都高新”新浪政务微博、

“成都高新”微信网络平台等渠道，对
交通出行、环境治理、就业创业、扶贫
解困、教育助学、医疗养老、食药安
全、百姓安居、文体惠民、便民服务等
方面的民生工程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2019年的民生工程征集沿用了往
年的征集方式，分为网络征集和基层征
集两种方式。”成都高新区两委目督办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征集期间，成都高新
区门户网站将设“民生工程”专栏，社会
各界群众可登录网站，在“民意征集”专
栏参与调查问卷或提出意见建议。

梦想之神

走过干旱的沙漠
沙尘暴发出鬼哭狼嚎的呼喊
黄烟滚滚中隐藏着层层险恶

它们
与你同行
向前，决不退缩
——骆驼

走过荒寥的沙漠
寒凛月光倾泻冷漠的孤影
胡杨挺立千年不朽的生命
沙柳摇曳宣示青春的执着

它们
与你结伴
勇往，毫无懦弱
——骆驼

顶着片片彩云
飘过了干旱的沙漠
蒙古包传出欢快的歌声
马头琴弹起神奇的传说
瓜达拉马从沉睡中醒来
五彩云霞飘荡你的气息
太阳门溢满复兴的快乐

它们
敞开怀抱
你清醒，从不迷恋
——骆驼

驼着个个梦想
飞过了荒寥的沙漠
连结了柏拉图爱情的奇妙
启迪了帕特农神庙的浮雕
梦想之花在威尼斯港湾绽放
地中海为你泛起蓝天碧波
朵朵梦想有你的孤影闪烁

它们

绽放魅力
你继续，不忘初衷
——骆驼

走过了
一个个世纪
走过了
一片片沙漠
你永不放弃的穿越
化作了梦想之神
——骆驼

那一埂槐堤

校园后一埂槐堤，遥远的回忆……

槐花
开过了
留下槐花的气息

槐花哪里
那一埂槐堤……

槐堤
消失了
挥不去
淡淡忧伤
是槐花的气息

依恋
失落
萦绕着槐堤……

槐花开了
开了又凋落
淡淡忧伤
是往日的气息

如今——
槐树哪里？
槐堤哪里？
挥不去
散不尽
是槐花的气息……

静思

邛海，阳光和煦，碧空如洗。
露天茶座浅浅的睡意，淡淡的静思。

……

晴空惊雷
平地风暴

青春年华
追随雷声呼啸
浑身热血
化作疯狂咆哮
一代人的沸腾
一个时代的怀抱

那一年
懵里懵懂
我们规划明天
明天的路上
升起一道道彩虹

那一年
高歌未来
我们告别家乡
像春风鼓满了帆篷
胸怀一腔激情
朝夕吟唱《满江红》

困惑
越来越多
多了就像汹涌的波涛
把长堤撼动

疑问
越来越多
多了就像灰色的云雾
迷乱了蓝色的天空

你
还有他
还有我
那时的襟怀
那时的心胸

那时我们
何时送别了
送别了昨日的梦

难忘梦中的陶醉
难忘梦醒的痛……

当雷声
消失在黎明
梦中紧捧书本的双手
已布满了老茧

当风暴
消融在昨天
梦中如诗如画的芳华
已历尽岁月锤炼

心如童贞
尘埃满满
尘封了如痴如狂的游戏
尘封了如火如荼的故事

那时的骄傲
或许是强咽苦果的高傲
那时的愿景
雪藏了筋疲力尽的梦幻

远去了
时光如斯
有——
也是昨天

远去了
岁月沧沧
无——
也是昔年

懵里懵懂过去了
一个时代的怀抱
一代人的呐喊

时代有它的浓装
人，美在素颜

留下了
雷雨后的静思
风暴后的淡然……

珠帘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都人，习惯了单色
的生活。
一次偶然，珠海展销会上发现了珠帘，
竟成了热卖的小商品。

你
昨日时髦
陋室生辉
老屋下
灰瓦檐羞颜陪伴

你
昨日时尚
家喻户晓

彩虹般五颜六色
耀亮了灰暗的门槛

披上新春气息
夹着早春风寒
我游走在
珠江三角洲的春天

我与珠帘
从此——结缘

如同
大清帝国的小钱
如今的你
遗忘在时髦的被窝

如同
民国年代的铜板
如今的你
遗忘在时尚的角落

那一排时髦的浪
远去了……
那一股时尚的风
平息了……

我
收起了珠帘——
美丽容颜
五彩斑斓

记忆中尘封
美好中积淀

目在心中

目不在心
目光越远
心就越大

当远方云涌雾漫时
挡风的还是身边一堵墙
避雨的还是头上一片瓦

目在心中
目光越远
心越宁静

当远方模糊不清时
心能感悟模糊中的光明
眼能穿越雾霾后的蓝天

冬日冷冷的风

晨，沙河绿道，银杏叶半黄半飘零，
落叶、白鹭、钓竿，冬日沙河一幅写生。

冬日冷冷的风
覆盖了金色的深秋
晚黄的银杏叶摇摆在枝头

沙河
一只白鹭
孤寂地伫立在冷漠的沙洲

河湾
一根钓竿
孤独地守候在阵阵寒意中

希望无处不在——

黝黑的树丛
有萤火的光亮
漆黑的夜晚
有闪烁的星斗
崎岖的山路
有无畏的攀爬
绝望的深渊
有生命的渴求

希望
在每一个角落
不知疲倦的游走

希望不分时候——

朝朝都有日出
何必苦望在日落山丘
岁岁都有花红
何须苦思在萧瑟的河流

希望
在每一个时刻
不懈不怠地追求

冬日冷冷的风
枯黄的银杏叶飘零了
漫山遍野的新绿
纷纷簇拥在冰雪的背后

冬去——
是冷风飒飒孤寂的伫立
春来——
有寒气阵阵孤独的守候

遂宁市总工会：“六作为”成绩斐然

德阳经开区旌东街道：振奋精神再出发
将“民声”变“民生”'

问需于民！成都高新区启动2019年民生工程项目征集

老人在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享受服务，高新区民生工程惠及普通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