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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成功创建省级示范专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毛春燕）“2019
年，我们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校长为组长的省级
示范专业建设项目领导小组，设立项目建设工
作办公室，实行项目组组长负责人制，成功推动
中医康复保健省级示范专业批准立项，目前正
积极推进省级示范专业建设各项工作！”近日，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据悉，该校牢固树立“质量就是生命”的理
念，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管理。通过优
化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教学督导，坚持实
施实践技能操作考试合格后准予实习制度等举
措，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2019年，该校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 73.4%，较 2018 年提高
0.6%，较内江市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平均通过率
51.0%高 22.4%，较四川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平
均通过率 51.4%高 22.0%，较全国护士执业资格
考试平均合格率58.2%高15.2%。

2019 年，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职业教育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职业教
育迎来了新的春天。作为一所省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该校紧跟形势，及时调整办学方向，提
出“扩出口、保畅通、强入口”的工作思路。积极
协调市中区招办为学校应届毕业生专门设立内
江医科学校报名点，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参加

“职教高考”。全校符合报考资格的学生 1113
名，除部分同学选择回户籍地报名外，选择医科
学校报名点网上报名人数 818 名 ，占比达
73.49%。切实为学生升学就业保驾护航。

此外，该校2019年还成功举办了应届毕业
生就业双选会，吸引 193家单位提供 2000多个
岗位，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近900名毕业生与用
人单位签订了意向性就业协议。坚持到各县
（区）、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等进行毕业生就业跟
踪调查，更加准确地掌握和分析毕业生就业情
况，毕业生就业率达94.66%，就业形势良好。

2019 年，内江市民政局牢记嘱托，牢记为
民爱民初心使命，把握新时代新机遇新定位，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内江民政事业不断
发展。全市民政系统党的建设更加坚实、管理
运行更加高效、服务能力持续增强、群众满意
度不断提升。内江市民政局连续 7年荣获全市
党风政风行风测评行政管理类“满意单位”称
号；连续 5年荣获市委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先进单位；2019 年被省民政厅表彰为“民政
工作先进集体”。

以民为本 基本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兜底保障贫困群众、救助供养特困人员、

有序推进社会救助、持续加强养老服务……在
甜城内江的每个民生领域，处处可见内江民政
工作的责任担当，处处可见内江民政人的为民
情怀。

2019年，内江市民政局承担了内江30件民
生实事和民生十有行动中的 5项任务，分别是
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高龄津贴、为特困老
人发放照料护理补贴、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
补贴、为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推进实施
绿色惠民殡葬政策，均已全面或超额完成目标
任务。

不断加大低保兜底保障力度。锁定低保兜
底保障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3.14万人；将城乡低
保保障标准分别提高至550元/人/月和360元/
人/月。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行动，整治农村
低保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取消不符合条件
的农村低保对象6222户、8617人。

稳步推进特困供养工作。规范县（市、区）特
困人员申请、认定及审核程序，分类分档实施特
困照料护理工作，发放特困照料护理费1231.95
万元、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3188.765万元、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2851.75万元。

有序推进社会救助工作。建立健全部门联
动和快速响应机制，全市临时救助 9778人次、
发放资金998.7万元。常态化开展街头劝导救助
活动和“寒冬送温暖”等专项救助行动，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4679余人次、帮助成功寻亲121人。

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为80岁以上高龄
老人发放高龄津贴近 5000 万元，实现应发尽
发。加快推进市中区大自然老年养护中心等 5
个养老服务设施项目建设。对17家农村敬老院
2213张床位进行适老化改造。

切实加强儿童关爱保护。指导东兴区等改
扩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机构养育孤
儿、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最低标准分别提高
至 1400 元/人/月、900 元/人/月。发放资金 474
万元，保障436名孤儿的基本生活。

建章立制 基层社会治理更加深入
2019年，内江市民政局持续推进社会治理

创新，着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规范专项行政
管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巩固党的执政
根基。

率先在全省印发《关于免除基本殡葬服务
费的通知》，将惠民殡葬从重点救助对象扩大
到内江户籍和非内江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
等6类人员，实现惠民殡葬政策全覆盖。拨付资

金360万元减免或补贴5067名逝者家庭基本殡
葬服务费用，推进实现基本殡葬服务的普惠
性、均等化。

围绕将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
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居民生活共同体的目标，
在全市51个村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以
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
创新为动力的社区治理新体系初步形成。

加大党委政府领导力度，成立以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为双组长的市乡镇行政区划调
整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内江市乡镇行政
区划调整改革实施方案》，稳妥有序推进全市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全市共减少38个乡镇
（街道）。

着力规范行政审批工作。将民政领域25项
行政许可、2项公共服务和1项行政确认事项全
部入驻政务中心并现场办结，2019年共完成行
政许可64件次、公共服务事项4件次，现场办结
率、按时办结率、信息公开率均达100%。

此外，全市民政系统还大力开展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婚姻文化活动等，指导全市各婚姻
登记机关首次在“七夕”等传统节日开展集体
颁证活动，弘扬婚姻家庭文化。2019 年办理婚
姻登记5.3万余对、收养登记37例，婚姻收养登
记合格率保持100%。

2020年，内江市民政局将进一步完善基本
民生保障体系，提高社会基层治理水平，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强化党的建设和制度建
设，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马忠剑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毛春燕

建信中证沪港深粤港澳大湾
区ETF1月20日发行

1月 20日，建信中证沪港深粤港澳大湾区
ETF正式发行，这是国内首只跟踪中证沪港深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主题指数的ETF。该产品聚焦
沪、港、深三地上市公司流通市值最大的300家
优秀企业，又具备ETF低费率、可套利等特点，
是投资者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高效投资工具。

建信基金作为业内较早布局指数产品的基
金公司之一。在这一专业团队的护航下，建信中
证沪港深粤港澳大湾区ETF将积极、有效为投
资者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机遇。 (李华)

投资者认购踊跃 天弘越南QDII
基金末日配售比例仅为15.6%

1月 17日，我国公募市场上首只投资越南
市场产品——天弘越南QDII基金提前结束募
集。根据境外投资额度，天弘越南QDII基金募
集规模设置上限为 2亿元人民币，由于投资者
认购踊跃，天弘基金提前结束募集，并在最后一
天的认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配售”。据天弘基
金的公告显示，2020年1月16日天弘越南QDII
基金的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15.623943%。

(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记者 张宇）在日前举
行的绵阳市七届人大六次会上，绵阳首次把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列入人代会议程，对 2020
年市级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进行集中投票表决。

据悉，这八大民生实事是：绵阳南河体育中
心提升改造项目、草溪河综合整治项目（集中发

展区范围、武引二期灌区建设项目、公办幼儿园
建设项目、推进电子健康卡“一卡（码）”通用项
目、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一环路绵吴路口内涝
治理项目、东西第二干道（安州段）项目。

“实施代表票决制是绵阳市委坚持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举措，是绵阳市人大

常委会探索依法决定重大事项形式的有益尝
试，也是绵阳市政府拓宽民意渠道、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绵阳市人大常委会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票决出为民生实事项目后，
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将把其纳入今年监督工作的
重点，把为民生实事办好办实，真正为老百姓谋

利益。
据介绍，今后，绵阳市级层面的民生实事项

目的产生都将由“部门提”转变为“市民大家
提”，政府决策由“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
主”，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的
良性互动。

仁寿：为脱贫户送祝福

2019年12月，仁寿县的2.68万户贫困户全
部实现脱贫。春节来临之际，仁寿县的8630名
帮扶干部带着灯笼、春联、年画等节日礼物，分
别到脱贫户家中，一起挂灯笼、贴春联、贴年画
喜庆迎新春，送去祝福和鼓励。
潘建勇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常坚 摄影报道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曾仲文 记者 侯
云春 文/图）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
提升文化软实力，丰富“中国颛顼文化之乡”
文化内涵，近日，攀枝花市米易县“2020年颛
顼故里·福泰安康”新春祈福活动在该县颛顼
文化广场拉开序幕。来自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黄帝陵、

四川省盐亭县华夏母亲嫘祖国家纪念公园管
理中心等单位的嘉宾参加活动，并为华夏人
文始祖——颛顼塑像揭幕。

“击鼓五十六响，代表五十六个民族大团
结……”新春祈福活动进行了丝带祈福、迎宾
长号、龙狮迎宾、击鼓鸣钟等祈福仪式，一系
列传统文化元素让现场观礼群众大饱了眼福

和文化洗礼。
“中国颛顼文化之乡”米易县，是一个“太

阳迷恋的地方”，素有“颛顼故里·阳光米易”
的美称，其海拔高度、温度、湿度、洁净度、优
产度、和谐度“六度”完美结合，造就了这一方
得天独厚的康养旅游胜地，“夏季清凉、冬日
暖阳”的康养名片享誉省内外。

绵阳北川被列为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域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记者 张宇）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首批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名单，我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列其中，
北川被列为保护区核心区域。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
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立
的特定区域。我省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以阿坝
州汶川县、理县、茂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
为核心区域，兼及毗邻的阿坝州的松潘县、黑水
县和绵阳市平武县的部分相关区域，保护区内
总人口 81.9万人，其中羌族总人口 27.82万人，
占全国羌族人口的96%以上。

保护区设立以来，着力抢救保护遭受地震
破坏的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保护羌族文化多样性，充分尊重保护区
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提高羌族群众文化
认同与保护传承自觉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通
过不懈努力，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化生态
得到有效抢救保护，羌族文化重放异彩，保护区
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和阶段性成果。

青川县4个村上榜国家森林乡村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苟小华 冯小珈 记者
侯东）近日，根据《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办法（试
行）》，在各地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推荐、省级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评审公示、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审查的基础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
公布第一批国家森林乡村名单的通知》，评价认
定公布了第一批3947个国家森林乡村。青川县青
溪镇阴平村、落衣沟村，沙州镇幸福村，板桥乡新
坝村上榜，成为首批国家森林乡村，对全县持续
推进森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指向标”意义。

据了解，森林乡村是指乡村自然生态风貌
保存完好，乡土田园特色突出，森林氛围浓郁，
森林功能效益显著，涉林产业发展良好，人居环
境整洁，保护管理有效的生态宜居乡村。国家森
林乡村是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指导各地，
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量化指标和评价标准，通
过综合评价，将乡村绿化美化达到评价标准的
乡村（以行政村为对象）认定为国家森林乡村。

去年成都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同比增长9.2%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1月19日，国家
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成都市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6121元，同比增长9.2%，
其中，人均食品烟酒支出8694元，增长7.8%。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发布数据显示，
2019 年成都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 9.3%，其中，
成都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创五年新高。

根据数据显示，从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看，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消费质量持续提升，发展型消费快于
生存型消费增长。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支出11239元，同比
增长 9.1%，快于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生存型
消费增长0.5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结构持续改善，人均食品烟酒消
费占比下降。全年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
9692 元，增长 7.5%，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重
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宜宾启动2020年“三下乡”
集中示范服务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记者 杨波 侯云春）
送演出、送岗位、送法律、写春联……1月 19日
上午，长宁县双河镇文峰广场热闹不已——宜
宾市 2020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
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双河镇是 2019 年“6·17”长宁地震的震中
心，在中、省、市、县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当地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
作快速推进。截至目前，该镇 3252户农房加固
维修全部完成，1295 户原址重建完成主体工
程，双河中学、小学、卫生院、村级阵地等维修加
固全面完成，古城文博、聚居点、东西溪生态治
理等项目快速推进，目前当地群众生活安定、秩
序井然，人心思进。

据悉，2020年宜宾市“三下乡”活动将开展
（含已开展）惠民文化活动 369场，安排文艺工
作人员下乡7373?人次，培训农村文化骨干2358
人次；组织科技下乡服务团和小分队106个，下
乡科技人员1538人次，举行科普讲座268场。

彭山56名“最美彭山人”受表彰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罗端 夏种甫 记者
常坚）礼赞寿乡榜样，弘扬中华美德。为展现新
时代文明新风，弘扬社会正能量，日前，由眉山
市彭山区委、区政府主办的“文明彭山 榜样力
量”彭山区第四届民星汇颁奖典礼在四川大学
锦江学院锦江大礼堂举行。来自全区各级领导、
各阶层代表、受表彰的“民星”等共计1800余人
参加晚会。

2019年，彭山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落细
为目标，面向全区党员干部和基层群众开展了

“寻找最美彭山人·十评七进”活动，评选出了
56位群众认可度强、满意度高的“寿乡民星”。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苟邦平）1月20日，
由都江堰市文体旅局主办，都江堰文体旅联盟
承办的 2020年都江堰市温泉文化旅游节启动
仪式暨春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在该市隐秀尚庭
酒店举行。都江堰市相关部门、镇街负责人，成
都融创文旅城、安缇缦国际旅游度假区、倾城
旅游等三十余家涉旅企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
温泉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

据介绍，本届温泉文化旅游节将持续 1
个月，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开始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以“ 观好山好水 泡暖心温泉”为主题，
涵盖赵公山文化主题灯会、古城闹春春季赏
花等特色旅游活动。今年温泉文化旅游节期
间，都江堰市各大温泉酒店同时推出极大的
优惠政策，游客和市民可通过线上“倾城旅
游”定购票享受所有温泉酒店的让利优惠。届
时，游客们将浸在泉中、住在画中、行在林中、
乐在景中，在都江堰度过一个难忘而暖心的
新春佳节。

本次启动仪式上，都江堰市文体旅局还发

布了新鲜出炉的三条春季旅游线路产品，分别
为悠闲惬意的春季养心之旅、亲密无间的亲子
研学之旅和心动无限的春日踏青之旅。三条春
季精品旅游路线不仅涵盖了青城山、大熊猫、
水利工程、灌县古城等经典的必游景点，也囊
括了都江堰市近年来新晋打造的问花村、琥珀
腊梅园，玫瑰花溪谷、安缇缦、猪圈咖啡、沙西
线油菜花海等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的网红打卡
景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感受都江堰的历史人
文和自然之美。

首次实施市级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

绵阳今年将办好8大民生实事

内江市民政局：筑牢民生底线 提升群众满意度

都江堰市启动2020年温泉文化旅游节

弘扬传统文化 拜谒人文始祖

颛顼故里米易举行新春祈福活动

新春祈福活动上，米易姑娘展示福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