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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绵阳市宝亿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遗失原法人章（原法
人：胡柳燕，编号：5107030048606），声明作废。

●眉山金戈建材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证号：511403000982）遗失作废。

●黄继银位于邻水县鼎屏镇人民路南段 37号城南粮站
内 F幢 2-1-1号房屋的土地证［证号：邻鼎国用（2009）字第
1954号］遗失作废。特此公告。

农民工有序上车

德阳罗江区
推进“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新模式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王俊 记者 钟正
有）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深化“放管服”改
革，罗江区行政审批局三举措助力“跨省通办”
政务服务新模式有效推进。

该局在市场准入窗口设置了成德眉资一体
化企业登记服务专窗和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
记“跨省通办”服务专窗，便于申请人通过“川渝
通办”“营商通”工作机制，实现营业执照异地申
请办理。在工商窗口、万安镇便民服务中心、金
山镇便民服务中心开通川渝“异地互打”权限，
实现营业执照异地办理“立等可取”，做到服务
方式人性化、登记办理高效化，为全面推进营业
执照异地“办、发、领”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打下
了坚实基础。

德阳市纪委监委
八角井街道开展调研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满孝明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德阳市纪委常委、秘书长杨凯带领
市纪委、监委的机关党委、工会、妇联、办公室负
责人和各机关支部书记一行12人，到经开区八
角井街道辖区调研指导工作。经开区党工委委
员、纪工委书记罗会岚，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
委会总工程师、八角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超伟，
经开区审计局、八角井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同
志陪同调研。

杨凯一行先到泰山南路社区天悦湾小区
调研指导了垃圾分类工作，随后分别到旌南社
区旌南小区、双榕社区柳江苑小区和蓝星家园
小区调研指导了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杨凯
对垃圾分类和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举措给
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指导意见。随后，德阳市纪
委、监委相关领导与经开区、街道、社区领导干
部进行了座谈。张超伟介绍了八角井街道的工
作情况及发展思路，市纪委、监委与街道就“双
报到”和机关支部、工会、妇联结对共建进行了
讨论交流。

德阳罗江区
垃圾分类实现智能化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孙娟 记者 钟正
有）“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找
到智能分类，进行询问，会有详细解释。”近日，
罗江区综合执法局垃圾分类宣传走上街头，狮
丰社区负责人不时向市民进行介绍。

宣传现场的白色箱体也引来了不少群众的
围观，据介绍，这是一种用于回收废旧衣物、书
报、纸板、泡沫、玻璃瓶等14类可回收物的智能
箱体。在使用中，居民通过微信注册账号，便可
以扫码开门、取袋，并将装满的可回收物袋子投
放到智能箱体内。相关公司将安排转运车辆定
期进行收运、分拣称重，按市场价计费并返还到
投放人微信账号。该智能箱体由罗江区综合执
法局招标引进，分别安置在城区 7个公共场所
和白马关镇万佛村、鄢家镇星光村村委会，总投
入 40余万元。目前，该区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投
放累计关注人数达 528人，参与人数 187人，投
放回收袋 538袋，可回收物回收量达 7.5吨，收
益5800余元。

德阳公安“末端发力”
春节期间森林火灾零发生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刘蓉）春节
期间，德阳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坚持“末端
发力”，将警力下沉到深山密林、林区乡镇和重
要进出山口，全方位管控林区用火，大力开展
森林防火宣传，严厉打击林区违规野外用火，
确保了春节期间全市森林火灾零发生，有效保
护了德阳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维护了林区和
谐稳定。

据了解，春节前，德阳市、县两级森林警察
认真开展春节期间森林防火和林区野外用火
风险分析研判和森林防火隐患暗访摸排，及时
发现森林火灾隐患，提出整改意见 11条，并在
节前整改落实到位。同时，根据风险预警情况
拟定了应急预案并做好警力和应急物资储备。
春节期间，森警大队实行轮班蹲守制度，警力
全部到派出所、乡镇、社区、卡口蹲守。据介绍，
森林警察支队出动警力 60 余人次，车辆 15 台
次，指导各地森警大队会同自然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增加节日期间林区巡逻力量，加大巡
逻频率，拓宽巡逻范围，实现林区森林火灾防
控全覆盖；加强进出山卡口管控力度，通过进
山手机二维码扫码、卡点检查登记等方式对
进出山的人员详细登记，要求禁止带打火机、
火柴等火种进山，提醒严防森林火灾；强化宣
传引导，增设流动宣传车 40余台，在林区重要
道路沿线和卡口利用广播实时播放森林防火
知识。在治安卡点、交通管制点张贴森林防火
宣传海报 300余张，发放宣传资料 15000余份；
严厉打击涉火违法犯罪，节日期间严格落实森
林防火分工责任，持续深入推进森林草原火灾
案件侦破专项行动，坚持打击惩处教育相结
合，劝阻在林区拟上坟祭祀、燃放烟花、烧烤等
行为 32人次。

德阳旌阳区交通运输局
被评为“四川省无烟单位”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钟正有）近
日，德阳市旌阳区交通局被四川省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评为“2020年四川省无烟单位”。

为全体干部职工营造一个“绿色、文明、无
烟”的健康环境，创建省无烟单位，该局积极组织
召开控烟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严格
落实控烟工作。通过微信工作群、QQ工作群、局
机关大楼和德阳市汽车客运北站的LED显示屏、
发放宣传单、张贴禁烟标识等多种方式方法对控
烟工作进行宣传。创建活动开展以来，局机关大
楼和德阳市汽车客运北站的LED显示屏滚动播
出禁烟宣传标语口号共计10000余条次，在德阳
市汽车客运北站发放宣传资料共计5000余份。此
外，还安排专人不定时对各个单位控烟情况进行
抽查，并对抽查结果及时进行通报。

凉山州政协参观考察
绵竹“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叶舒 记者 钟正
有）近，凉山彝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周仕伦带领
凉山州 17个市、县政协主要负责人来到绵竹，
就政协“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工作进行参观考
察。德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尹艳，绵竹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侯光辉，市政协副主席曹世
民陪同考察。

周仕伦一行先后来到清平镇院通村、汉旺
镇天池村等地，通过观看宣传片、听取情况介
绍、实地参观等方式就绵竹市政协“有事来协
商”平台建设工作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了
详细了解。绵竹市政协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
的原则，探索推进了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
衔接的“院坝协商"，做到了基层群众有所呼、有
所盼，协商议事平台就有所应、有所为，真正实
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周仕伦表示，回去
后将认真消化吸收绵竹市政协在“有事好商量”
协商平台建设方面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并结
合自身实际，创新工作举措，寻找新路径、新方
法，充分发挥好协商平台在基层民主协商中的
作用，切实将“有事来协商”打造成基层社会治
理的有效平台。

四川经济日报广安讯 （王林 记者
余萍 文/图）记者从广安市人社局获悉，
今年春节期间，广安市返乡农民工约31.1
万人，大多数从广东、浙江、重庆等地返
回。节后，为保障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广
安已组织开行“点对点、一站式”专车 693
班次，开行专列（车厢）21节。截至 2月 25
日，农民工返岗率已超70%。

广安市人社局副局长李旭洲介绍，为
保障农民工返岗“出得去”“有岗位”，广安
一方面大力开展务工返岗“春风行动”，做
好运力组织，按照外出务工人员意向名
单，分区域、分批次组织实行专车运输服
务，对于规模较大的集中出行，协调专列
运送。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岗位对接，加强
与广东、浙江、福建、重庆等外出农民工集

中地的企业对接，做好牵线搭桥工作。目
前，广安市人社局正积极协调广东肇庆某
公司的招聘需求。

对于有意愿留下创业就业的返乡人
员，广安也推出了一系列优惠和奖补政
策。如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大
学生创业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1万元。同
时，还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个人最高
可贷 20 万元，小微企业根据招用职工人
数最高可贷 300万元。大学生创办企业吸
纳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招
用 3 人及以下的，每招用 1 人奖励 2000
元；招用 3 人以上的，每增加 1 人，奖励
3000元，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农民留在农村，仍可以依靠土地增收
致富。”广安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书记欧

小松介绍，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发展规模种植
业和生猪养殖等，可享受“绿灯政策”。对于
有一定规模的生猪养殖场，简化用地、环保
审批程序，放宽信贷担保条件，缓解养殖场
户贷款难的问题，购买生猪保险享受80%的
财政补贴，所需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均由县
（市、区）政府负责配套建设。购置农机最高
可获补贴10.8万元，申报成功省级示范场
的家庭农场给予1-3万元的奖补资金，申报
成功的家庭农场培育类可获得10万元，示
范类20-50万元的财政补贴资金。武胜县对
2019-2021年自投建设稻渔综合种养基地，
并验收合格的基地按1500元/亩进行补助。
岳池县设立返乡下乡创业专项扶持基金
500万元，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住房、贷款贴
息、奖补等系列优惠措施。

“2020年晚熟柑橘产了 80万斤，3年后产量
预计可达 300万斤。”四川南部县打鼓山村浅丘
果园绿涛起伏，柑橘园负责人李力正和新上任
的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凯一起，调试其承包果园
里安装的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

南部县是四川盆地东北部的人口大县与农
业大县，总人口 133 万人，2020 年农业总产值
121亿元。

在 2230平方公里县域面积中，南部县原有
乡镇 71个、行政村 1033个。乡村多而弱、产业发
展小而散、农村劳动力流失等长期制约着乡村
发展。

2019 年以来，四川省启动了乡镇行政区域
及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通过“两项改革”，
南部县调减乡镇 31个、行政村 625个。记者采访

了解到，改革后，当地乡村产业规划发展、干部
选配等难题正在被逐步破解。

“南部县耕地面积 141万亩，但我们调研发
现，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人口实际不足 20
万人，选择合适产业尤为重要。”南部县委农办
副主任汪国安介绍，基于人口、气候等情况，当
地发展了晚熟柑橘，种植面积达25万亩。

2020 年，李力所在的东坝镇打鼓山村与相
邻脱贫村东坝镇彭家堰村在村级建制调整中

“合二为一”，打通了两村晚熟柑橘产业带各项
基础设施和服务。

“资源互通、人心相融，让我对未来更加有
信心。”李力说。目前，该村柑橘种植面积达4000
亩，有柑橘种植大户 14 户、橘农 300 余户，进入
丰产期后，每年可产鲜果1400余万斤，产值5000

万元以上。
村级建制调整也激活了乡村沉睡资源。

2020年 4月，南部县万年镇原大埝村、双龙村和
子龙村合并为子龙村。合并后，经过集体量化，
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
加入了合作社。

“通过整合盘活集体资源，村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万年镇党委副书记王锐介绍，子龙村探索
了“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服务创收+资产租赁”
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光伏发电、农机服务、资产
租赁等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5万元的收入。

“两项改革”同时也解放了干部。“过去要分
管组织、党建、宣传、工会、老年工作、信访、政
法、统战，现在则集中分管组织和党建工作，工
作专业性更强，办实事的精力更多了。”谈起“两

项改革”带来的变化，东坝镇党委副书记斯冰感
慨不已。

而在今年村两委改选中，南部县选配村（社
区）常职干部 2124 人，培养 35 岁以下村级后备
干部1033名。

1月31日，柑橘种植大户刘永凯在换届选举
后成了打鼓山村党支部书记。“作为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能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让我更坚定了
带领村里发展致富的决心。”他说。

“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南部县依然面临
城乡差别大、人才引入难等短板弱项。”南部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梁德华说，当地将进一步推动
政策、人才、资金、考核的有效衔接，做好乡镇行
政区域及村级建制调整“两项改革”的“后半篇
文章”。 （新华社记者 李力可）

26 日上午，在四川农民工大市南充市，由
人社、经信等部门举办的一场手机直播正在进
行。与常见的“直播带货”不同，这场直播推销的
不是商品，而是“直播带岗”，面向农民工推荐岗
位。主播则是各家用工企业的负责人。

“我们招普工、电工，普工要求中专或者高
中以上学历，月工资最低 3500 元，高的能到
7000 元。电工要有电工证，月工资 5000 元到
6500 元。”四川凯伦新材料有限公司人事行政
部经理冯建勇说。

不错的薪酬，引发很多农民工留言。但光靠
薪资水平，似乎已经不具足够吸引力了，很多企
业推出了更温馨、更加人性化的举措。

南充碧桂园凤凰酒店总经理助理周冰带来
了服务员、保安、主管等岗位。针对不少农民工
关心的吃住问题，他说：“我们的员工免费吃住，
且住得好、吃得好。所有员工宿舍都是带阳台的
江景房。员工餐三菜一汤，有水果，有饮料。”

除了吃住，企业还靠假期和福利吸引农
民工。“我们不但提供免费吃住，而且对于夫
妻都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员工，还提供夫妻
房。”南充市富安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亚萍说，员工有带薪年假，端午节、中秋节
发放自家生产的福利产品，妇女节对女同胞
发放福利产品。

“直播带岗”过程中，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受
到了特别的关注。“我有个朋友是残疾人，希望
通过这个平台帮助他找到工作。”网友“也也”留
言说。

“我就是残疾人，想了解有哪些适合我们残
疾人的岗位。”网友“龙”说。

这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回应。“我们公司今年
要建一条流水线，这条流水线岗位全部招聘残
疾人。”四川海天地时装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红军
说，公司和残联合作，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

青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是一家主要针对残

疾人、农民工等提供培训的学校。在直播中，学
校副校长青泽燚表示，学校是残联定点培训机
构，对于残疾学员，学校提供免费培训，吃住都
不用花钱。同时，学校有 3个实习基地，为残疾
学员提供20余个工种的实习岗位。

“直播带岗”不仅便捷，而且企业负责人和
农民工能够及时互动。张红军在直播中公布了
自己的手机号：“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号，我24
小时开机，欢迎农民工朋友随时咨询。”

四川川晶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媛同样
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和微信号。“你们加我微
信，我给你们发个定位，方便你们导航。你们
到了门口，就给我打电话，我出来接你们。”袁
媛说。

据了解，春节以后，像这样的“直播带岗”南
充市已举办了三场，三场累计观看人数达到
125万人次，收到互动消息20万条，达成求职意
向7.6万人。 （新华社记者 陈健）

乡村区划建制调整吹来振兴“春风”
——四川农业大县走访见闻

吸引农民工靠什么？
——直击南充“直播带岗”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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