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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泸定县认真贯彻落实党和
国家的民族政策，依托党的群众路线主
题教育、“同心同向”等群众工作六大行
动，通过在广大农村地区创建团结和谐
示范村、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社区创
建团结和谐示范社区、在旅游景区创建
团结和谐示范景区、在中小学校创建团
结和谐示范学校、在民营企业创建团结
和谐示范企业、在宗教活动场所创建团
结进步和谐示范寺观“六种创建模式”，
深入开展团结和谐示范创建活动，精心
组织和安排民族团结进步日暨万人签
名活动，促构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社会
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为经济社会良序
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据了解，2014年以来，全县上下紧
密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脱贫攻
坚、和谐创建、联动联创等项结合，聚力
在全州率先脱贫、率先奔康“两个率先”
工作目标，群策群力，共同促进县域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把发展少数民族
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
件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重点
常抓不懈。在精准脱贫中，始终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
队，决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要求，
针对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该民族中占
比例高、点多分散、贫困程度深的实际，
倾注了更多心血。截至2017年，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519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1096 元，实现 29 个贫困
村退出，贫困发生率降至 1.6%，县“摘
帽”通过省州考核验收和第三方评估，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现正待国检。共命
名245个县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3000 户民族团结示范户、150 户模范
户，全力打造 15 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点。先后获评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
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十强县等荣
誉，进一步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同时，该县注重制度创新，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长效。制定了《关于开
展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活动
的意见》及7个配套文件，确立了“三年
创建、四年提升”工作目标，并同步建立
和完善了9个创建指标体系和《考核验
收细则》，层层签订了《开展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县创建活动目标管理责任
书》，从制度层面促进工作长效。同时，
创新建立了民族团结进步结“对子”制
度，全县3755名干部职工与1.9万余户
农户结“对子”、124村社区与机关支部
结“对子”、13名县级领导与13座宗教
活动场所及 39 名宗教人士结“对子”，
结成“对子”实行共建、常态联系帮扶，
借助“八一”建军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万人签名”和民族团结进
步知识竞赛活动，将创建活动深入推进
到城镇社区、村组，实现了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县创建活动全覆盖。

同心共谱团结曲
泸定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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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通公路的时候，什么都
不敢想，想卖一点东西，全是靠
人背靠苦力，现在公路通了，我
思想也转变了，去年开始办了
一个小型的养殖业。”海子村村
民叶夫兵对奔小康充满希望。

“我们现在在家门口除了
能享受到城里人的服务外，还
能把山里的‘土货’卖到城里的
餐桌上，实现脱贫增收。”这是
加郡乡海子村农户对近两年来
发展最深刻的感受。 近年
来，泸定县启动城乡客运公交
化改造，取得了明显效果，全县
已实现 100%的乡镇、100%的
行政村通水泥（沥青）路。

“加郡乡海子村在2017年
脱贫后人均纯收入达9100元，
为进一步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实现物质与精神“双脱贫”，海
子村开展“三看三比”流动红旗
星级评比活动，“就是看谁家最
爱清洁，比谁家是‘卫生星’；看
谁家的环境最美，比谁的屋内
摆放最有序；看谁家鸡羊粪便
处理最规范，比谁家鸡羊管得
最好。”虽然是个这小小的制
度，但一点一滴的改善最能让
老百姓有获得感。

海子村位于泸定县以南

35 公里、大渡河东岸，平均海
拔1910米，主要居住彝族和汉
族。过去，这里因交通不便、地
形特殊，致使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如今，通过下大力气改善通
村公路、农村电网、通信网络等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
同时打造标准核桃园，发展养
殖业和高半山黑木耳产业，海
子村成了泸定县脱贫攻坚工作
的示范点。据悉，去年海子村利
用其独特的气候和区域特点打
造包装的高半山黑木耳，年销
售额可达40万元以上。

新时代的春风吹绿了泸定
大地，如今，一条条宽敞平整的
水泥路通向千家万户，一座座养
殖暖棚里牛羊满圈，一个个乡村
风景如画，处处充满无限生机。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汉族、彝族
等群众，虽然各有各的生活习
俗，但在长期的交往交融中，早
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和谐局面，各族群众齐心协力，
共同为和谐稳定而出力，为幸福
生活而奋斗。一张张纯朴的笑
脸背后，是当地城乡统筹发展、
农村生产生活变化的生动见
证。，这是泸定县各族群众在相
融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甘孜日报讯 近日，康定市
召开控辍保学专项工作动员部
署会，明确全市义务教育巩固
率要达到95%以上，其中，贫困
户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
辍学发生率、因贫失学发生率
为0%。

会议要求，各级政府、各学
校、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控辍保
学工作，把它当作当前脱贫攻
坚的主要任务抓好抓实；要加
强工作领导，明确责任分工，严
格落实《康定市2018年义务教
育控辍保学工作实施方案》，对
控辍保学工作要实行“一把手”
负责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
领导具体负责，切实将责任分

解到人、落实到岗，层层签订责
任状；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控
辍保学工作，完善控辍保学工
作机制；各乡镇、各学校要在包
片联系的县领导牵头督促下，
严格按照劝返工作时间节点要
求，以劝返辍学学生回校上学
为目的，走村入户，深入迅速劝
返辍学学生在规定期限内回校
学习；各学校要注重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增强办学吸引力，确
保学生不因厌学而辍学。

该市控辍保学成员单位主
要负责人，市教体局班子成员、
相关股室负责人，片区督导室负
责人、各中小学校长参加会议。

市委中心报道组 刘皖 张璟

康定市

确保学生不因厌学而辍学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丹巴县始终坚
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扶弱与助困相结合，
积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多措并举狠抓控辍
保学，全力推动教育扶贫工作取得新进展。

加大宣传，营造氛围。组织相关职能部
门深入各乡（镇）开展教育惠民政策宣传，同
时，通过快板、小品、舞蹈、唱歌等方式，开展
以“感党恩 颂党情 心连心”为主题的教育
扶贫政策宣讲暨文艺汇演活动，把党的教育
扶贫惠民政策融入其中，引导老百姓要懂得
感恩生活、感恩社会、爱护家庭、团结邻里，
摒除“等靠要”思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
美好幸福生活；充分利用微信、QQ、国旗下
讲话、家长会等方式，对全县师生、家长开展
不同形式的宣传；在交通要道设置“免费教
育感党恩、控辍保学尽责任、提升质量为人
民”大型标语牌；向全县义务阶段师生发放

《甘孜藏族自治州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宣
传手册》5773册。

关爱学生，以情控辍。把学习困难学生
的帮扶作为控辍保学的重点任务，建立健全
学习帮扶制度，着力消除因学习困难或厌学
而辍学的现象，尤其是对残疾学生应给予特
别关照，从摸清底数、报名注册、建立学籍，到
安排专人送教上门。针对学习困难学生学习
能力、学习方法、家庭情况和思想心理状况的
不同因材施教，切实加大帮扶力度，使他们增
强学习兴趣，改进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不断提升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切实增
强学习的自信心、获得感和感恩意识。

帮困助学，以资控辍。全力推进教育扶
贫，实现全县建档立卡家庭学生从幼儿到高
中再到大学资助“全覆盖”。据悉，2018年春
季学期教育资助学前教育 44 人、小学 237
人、初中 348 人、高中 242 人、中职 25 人、高
职100人、专科192人、本科18人，共发放教
育扶贫救助基金1203365元。

县委中心报道组 黄兰竣 杨富花 文/图

丹巴县

抓控辍保学促教育扶贫

甘孜日报讯 自我州控辍
保学工作开展以来，海螺沟景
区层层压实责任，顺利完成了
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六长”
责任书签订工作。

积极主动与泸定县沟通协
调，同步实施，及时将景区控
辍保学工作信息，报送泸定县
教育体育局，形成信息互通，
步调一致的工作机制；景区主
要领导主持召开义务教育阶段
控辍保学工作会议，专题研究
景区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工
作；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景区
上下齐心协力，认真开展摸底

排查和“六长”责任书签订工
作，截止 7 月 4 日，共排查出
6-7 岁适龄儿童少年 109 人，
签订“六长”责任书 109 份，做
到了底数清；景区干部职工利
用节假日进村入户，宣传控辍
保学政策，做到控辍保学宣传
家喻户晓；充分利用网络、QQ、
微信、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宣
传，制作安放“免费教育感党
恩、控辍保学尽责任、提升质
量为人民”的宣传牌、宣传横
幅，发放控辍保学宣传手册
1600余份。

毛贵发

海螺沟景区

层层签订控辍保学责任书

发放控辍保学宣传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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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度彝族火把节。

甘孜日报讯 7月2日至4日，州
政协组织提案者代表到提案承办单
位州邮政管理局、州卫计委、州商务
局召开提案协商督办会，对其中6件
重点提案进行协商办理。州政协副
主席龚建忠出席协商督办会并讲
话。州政协提案法制委、经济科技
委、文教医卫和群团委、州交警支
队、州人社局、州电子商务协会、康
定市、泸定县、丹巴县等相关单位负
责人和州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

州政协从今年1月以来收到的
169件提案中，选取了促进全州经济
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 14 件提案
作为今年的重点协商督办提案。为
进一步促进提案建议的落实、增强
提案办理的实效，州政协采取到提
案承办单位召开协商督办会方式创
新提案督办。

此次提案协商督办会搭建了一
个让提案者和承办、协办单位面对
面协商、交流提案办理过程和结果
的平台。就州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
解决快递服务城区通行难问题的提
案》《关于清理整顿我州快递公司不
合理收费的提案》《关于解决边远乡
异地就医备案困难情况的建议》《关
于探索设立高原病专科的建议》《关
于免费为农村妇女开展乳腺癌、宫

颈癌普查的提案》《关于加快电子商
务平台建设，助推全州脱贫攻坚》6
件具有代表性的重点提案进行面对
面协商和交流，提案承协办单位负
责人就提案办理的整个过程、取得
的阶段性成效以及办理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后续还需要跟进工
作情况当面答复提案者，并对整个
行业情况、企业发展运营情况都作
了充分的说明。协商督办会上，提案
者对提案办理单位的办理效果和答
复非常满意，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建议。

龚建忠在协商督办会上指出，
十八大以来，提案办理协商就是健
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形
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政
协提案是政协履行三大职能的重要
方式，各提案承办单位要继续高度
重视提案办理落实，重点促进行业
自身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同时要
通过政协渠道向上级和本级党委政
府提出建议。要高度重视专业人员
的培训，提高人才队伍素质建设；高
度重视部门之间、企业之间沟通、交
流和协调工作；高度重视整合各种
资源，最终达到解决问题，力争让群
众满意。

严国鸿

深入提案办理单位
创新提案督办方式
州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督办会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 主办

以案说法（二十一）

【案例】法院坚持恢复性司法
理念，在判令盗伐林木者承担刑事
责任的同时做好“补种复绿”，积极
引导其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案情：
2013年4月份左右道孚县龙

灯乡的尼某因自家修建房屋需要
木材，在道孚县林业局国有林区龙
灯林场04工区144作业区4林班
1 小班内使用一台油锯和一把斧
头盗伐冷杉活立木41株。2014年
尼某将盗伐的冷杉41株剥皮、断
桐做成58件原木。经检尺，盗伐冷
杉41株活立木蓄积为46.104立方
米。尼某于2016年4月12日到道
孚县森林公安局投案，并让家属代
其补植补栽苗木1500余株，经道
孚县环林局验收为合格。2016年7
月21日道孚县人民检察院以尼某
涉嫌犯盗伐林木罪提起公诉。

道孚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尼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没有任何采伐手续的情况
下，擅自砍伐国有林地林木数量
巨大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鉴
于其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认罪确
有悔罪表现，且其家属代其补植
补栽苗木1500株，遂决定对其减

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
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对被告人
尼某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2 000 元；盗伐的原木
冷杉58件和作案工具斧头一把、
峰林牌油锯一台予以没收。

法官点评：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

五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
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
国家、集体所有或者个人所有的
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
行为，构成盗伐森林罪。案发后被
告人自愿让其家属补植补栽苗木
1500 余株，并经县环林主管部门
验收合格，被告人真心认罪悔罪
补植复绿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的行
为，符合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
倡导的相关精神，量刑时可作为
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本案在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犯
罪的同时，按照“谁损害，谁修
复”原则，积极推动和引导建立生
态修复补偿机制，既让被告人受
到了刑法惩罚，又使破坏的生态
环境得以修复，起到了警示作用。

道孚县人民法院供稿

（紧接第一版）增强做好宣讲工作的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要全面准确把握省委十一届
三次全会精神实质，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
领会省委书记彭清华重要讲话和
两个《决定》精髓要义，讲清楚新
时代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
根本遵循，讲清楚全会的背景和
重大意义，讲清楚当前我省面临
的形势和机遇挑战，讲清楚全会
作出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重大部
署，讲清楚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释疑解惑、凝聚人
心，给人以信心、给人以鼓舞、给
人以力量、给人以责任、给人以担
当。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结
合各地各部门实际精心备课，树
立正确的宣讲导向，注重分众化、
通俗化、互动化宣讲，讲到党员干
部心坎上，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入行，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力量。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霖主
持会议并宣读《中共四川省委办公
厅关于做好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宣讲工作的通知》。

钟振宇 吴浩

着眼五个讲清楚 注重宣讲高质量

（紧接第一版）基础设施与配套建设
“五个并重发展”的要求，围绕格聂
神山、最美 318 景观大道、仁康古
街，在旅游景区景点景品的打造、旅
游可进入的安全性、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上下功夫，深入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四要进一步抓实城乡提升。
要按照“七管齐下”“四态合一”要
求，继续深入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绝不能掉以轻心、马马虎虎、粗
枝大叶，切实做到精细化打造、精细
化管理，统筹推进风貌改造、基础提
升、违建拆除、环境整治等工作，全
面提升城乡面貌、旅游形象、居住环
境。五要进一步抓实生态建设。要坚
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全面落实“四个最严”制度和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16条措施，全面
推行低耗环保新型建材替代农牧民
全木结构建房，严厉打击乱砍滥伐、
偷拉盗运、乱征滥占等违法犯罪行
为，强力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在理塘期间，肖友才还来到高城
镇佛眼林卡、理塘县康藏现代农牧产
业加工贸易区、勒通古镇等地，就产
业发展、景区打造和城市建设等工作
进行了实地调研。

州政府联系副秘书长，州水务
局主要负责人，理塘县党委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及县级机关、乡镇主要
负责人陪同调研或参加座谈会。

记者 张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提速提质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