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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日，我州
2018 年度遴选优秀年轻干部
笔试工作在州民干校举行，
80 名考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参加考试。

据本次考试工作负责人介
绍，今年，省委决定实施“新时
代治蜀兴川执政骨干递进培养
计划”，开展“一把手”提能、专
业化领导干部培养和年轻干部
铸魂“三大工程”，省市县三级
联动，用 5 年时间培养高素质
专业化执政骨干 4 万人次，为
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提供坚
强人才保障。我州迅速贯彻省
委部署，结合甘孜实际，制定

《2018年度州本级专业化领导
干部和年轻干部铸魂工程递进
培养工作方案》，决定在今年遴
选培养专业化干部60名左右，
遴选年轻干部铸魂工程递进培
养对象50名。专业化干部培养
对象采取推荐、审查的方式产
生，年轻干部培养对象采取择
优推荐加考试选拔的方式产
生。本次考试就是为了公平选
拔年轻干部铸魂工程递进培养
对象。州委组织部精心组织，制
定方案，召开会议，安排考务，
强调考风考纪等。经过周密部

署和精心实施，此次考试工作
各环节均严格按照相关纪律和
专业规范要求进行，取得了圆
满成功。

最终确定的年轻干部铸
魂工程递进培养对象将接受
为期 60 天的集中培训，培训
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方法、基本纪律（规
矩）和现代经济、现代治理、现
代科技和现代人文等方面知
识和原岗位实践锻炼。集中培
训结束后，州委组织部将对参
训人员加强跟踪管理。针对培
训人员情况，采取统筹选派、
互派、外派等方式，分级分类
有计划安排相应岗位进行差
异化、补缺式挂职锻炼。

严格选拔、培养年轻干部
人才，是我州贯彻省委部署，着
力补齐“人才短板”的具体举
措，自2013年全省启动实施优
秀干部人才递进培养工程以
来，我州一直把遴选、培养优秀
年轻干部人才作为干部人才工
作的重要内容精心实施。截止
2017年底，我州州本级已开展
5 期优秀干部人才遴选培训，
共培养优秀干部人才 510 名。

记者 刘小兵

我州开展州本级
遴选优秀年轻干部笔试工作

得荣县培训扶贫专干

甘孜日报讯“请问您是否
清楚‘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
乡上和村上是如何开展的此项
工作？惠农卡是否由自己保管？
你们村是否涉及平分专项资金
的问题？”在道孚县，暗访督查
组的工作人员在乡间忙碌着。

“乡上前段时间来村上开展
了‘一卡通’的工作，统计了我们
家里所有的卡；我是我们村上的
低保户，低保金一直都是打到我
的农村信用联社的卡上哦！”当
道孚县纪委、监委暗访组工作人
员用本地语言询问有关“一卡
通”专项治理相关问题时，格西
乡热瓦村的低保户便某的话匣

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为深入了解各乡镇“一卡

通”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真
实掌握惠民资金具体发放情
况，自7月30日开始，道孚县纪
委组成两个暗访组，深入到格
西乡热瓦村、各卡乡觉洛寺村2
个村65户群众中，以逐户走访
的方式开展了“一卡通”专项治
理工作的暗访督查。此次暗访
共收集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2
个，个性问题36条。县纪委、监
委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通过下
发督办函的方式责令所在乡镇
加力整改，并要求将整改情况
报送县纪监委。 陈莉

道孚县专项治理“一卡通”

甘孜日报讯 为使得荣县
12乡镇扶贫专干进一步熟悉掌
握脱贫攻坚政策，切实提高各级
扶贫干部精准脱贫业务工作能
力水平。近日，得荣县召开了
2018年脱贫攻坚业务培训会，
县攻坚办业务人员、12个乡镇
分管领导、扶贫专干共30余人
参加会议。

培训会上，县脱贫攻坚办
公室工作人员深入细致地就
脱贫攻坚系统运行做了专业
讲解。同时，围绕“两不愁”“三
保障”就如何开展帮扶工作做
了具体指导。县扶贫移民局负
责人就易地扶贫搬迁县、乡、

村三级档案管理、搬迁条件、
安置方式、安置房建设方式、
住房补助政策、旧房拆除等向
与会人员作了详细讲解，并就
下一步如何开展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通过
业务知识专题培训，进一步提
高了业务水平，学懂吃透了新
的脱贫攻坚相关政策。会后要
做好宣传，狠抓工作落实，努
力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
度和有效性，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的开展，圆满完成
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尼玛泽仁

甘孜日报讯 随着“绿色
亮剑”、“守护绿川 2 号”等涉
林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展，泸定
县森林公安持续加大对涉林
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格执行

“十六条措施”，坚决遏制涉林
违法犯罪的上升势头，为全面
落实“绿色亮剑”集中整治行
动“回头看”工作打下夯实基
础。近日，泸定县森林公安局
向泸定县人民检察院移送起
诉一起刑事案件。

2017 年 2 月 ，犯 罪 嫌 疑
人谢某某在未获得林业主管
部门林木、林地使用权的情

况下，使用弯刀和锯子，擅自
将扒湾村三组大坡上（小地
名）集体林区内的杂木全部
砍伐，部分用火焚烧，并用刀
对林地再次进行整理，将集
体林地占用，用于种植花椒
树，造成林地破坏。其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涉
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故
将本案依法移送县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

泸定县森林公安局

泸定县严打涉林犯罪

嫌疑人接受询问调查。

上接8月20日第五版
所以周玉华从德格县扶贫办

调到县妇联之后，立即牵头发起
成立了“德格巾帼志愿服务队”，
同时以“德格巾帼志愿服务队”为
桥梁，外连浙江“缘梦服务队”“浙
江中华狮子会”“莲心捐书社”“向
日葵爱心助学”“易网杭州”“红袖
助学”等公益组织，先后在开展了

“爱传递 心温暖——依依不舍德
格行”“书香衣暖 益路同行”“为
爱重生 温暖传递”等爱心物资主
题捐赠活动，仅 2016 年，上述活
动就为德格县贫困妇女儿童募集
各类物资折合人民币 110 余万
元，共有29035人次接受帮助。

今年上半年，周玉华又通过
上述公益组织募集到爱心衣服3
万余件，价值100万余元，但因德
格处于虫草采挖时期，不利于物
资发放，笔者到德格之前，只发放
了卡松渡、年古乡、所巴乡、打滚
乡等4个乡镇，近7000人次接受
帮助。

从周玉华言谈中得知，沿海
发达地区的这些公益组织，之所
以能与德格建立联系，基本上是
周玉华主动出击寻找到的，利用
此前工作中认识的、康定成都开

会认识的朋友和爱心人士介绍，
自己打电话联系，逐渐建立起了
爱心帮扶桥梁，并且通过“德格巾
帼志愿服务队”让关爱帮扶成为
常态化。

扶贫需扶智，德格县妇联正
在开展的“爱心书屋认捐计划”正

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这个“爱心书
屋认捐计划”，外联红袖助学、连
心捐书社等公益组织及明星粉丝
团，为每个学校一次性捐赠1000
本图书（按生均5-10本配备）以
上，并可根据学校图书室具体情
况同时捐赠桌椅、书架等必备设
施或文具、体育用品等。到 2017
年 5 月已经建成城关二小、卡松
渡小学、年古小学、马尼干戈九年
一贯制学校、县中学、打滚中心小
学等 6 个“爱心书屋”，共募捐到
各类书籍 2 万余本，文具用品近
5000 个，校服 230 件（套），价值
70余万元；还有柯洛洞乡中心小
学、温拖乡中心小学、所巴乡中心
小学、俄南乡中心小学、中扎科乡
中心小学、中扎科雄拖小学、玉隆
乡中心小学等 7 所学校的“爱心
书屋”正在建设之中。

资助贫困学生，是县妇联的
又一业绩。周玉华联系红袖助学
公益组织，开展“一对一”资助贫
困生活动，共资助浪多乡、温拖乡
贫困学生 46 名，每人每年受助
1000元，其中浪多乡一精准贫困
户3个孩子都得到每人100元的
按月帮扶；又联系爱心企业老总

“一对一”帮扶德格籍农村贫困高

中、大学生、孤儿共13人，每年资
助学费等近6万元。

“精准扶贫，县上没作硬性安
排，但妇联不能当花瓶。”笔者问
起妇联做的这些工作，是否县上
要求时，周玉华肯定地说。

“脱贫攻坚，爱心帮扶，县
内县外好人多。”说起工作中
遇 到 的 事 情 ，周 玉 华 也 很 感
慨。她说，捐赠最多的时候，各
类 物 资 堆 满 了 县 邮 政 的 包 裹
仓库，“搬送慰问品都有点力
不从心”，看到这种情况，县移
动 公 司 派 人 派 车 拉 了 几 天 物
资，移动公司老总王东东（音）
一直全程参与。

县妇联只有 3 个编制，所以
周玉华只有充满爱心与激情地
忙。但对于德格县交通局来说，
每年的脱贫攻坚却是必须完成
的硬性任务，所以笔者到县交
通局，“一把手”在乡下督促通
乡公路建设已经 13 天没回县城
了，而且哪怕听说有记者采访
也根本来不及往县城赶，所以
接待笔者采访的是县交通局副
局长蒋铭。

这个得解释一下，看待甘孜
州各县，不能用内地的空间距离

标准，县城与县城，不过几十公
里。笔者手头资料表明：“德格县
26 个乡镇中距县城 100 公里以
内的乡镇仅 6 个，100 至 200 公
里的乡镇有 9 个，200 公里以上
的乡镇有11个，最远的乡距县城
296公里。”

这个最远的乡镇到德格县城
的296公里，放在内地比较，比成
都到巴中（338公里高速）略近42
公里，但比成都到南充（218公里
高速）更远78公里。

“脱贫攻坚，交通先行。”蒋铭
告诉笔者，2016 年，可以称之为
德格交通大会战之年，不包括雀
儿山隧道及 317 国道改建，仅县
内就完成了69条乡道、村道的油
化、硬化建设，通车里程达400余
公里；2017 年要同时开工建设
60余条路，所以在冰雪还没化净
的三月就已经开始施工。

德格县因特殊的气候条件，
每年只有在4月底到9月底五个
月的野外施工期。

“建设任务重，工作环境艰苦，
交通人不怕。”在谈到如此大的建
设量，只有8个编制的德格交通局
如何忙得过来时，蒋铭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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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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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1+1”打造品牌赛事

8月20日，由甘孜州人民政府、四川省体育总会、四川新华发行集团主办的2018中国·甘孜环贡嘎
山百公里国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在泸定县磨西镇颁出大奖。来自安徽的“90后”梁晶以12小时49分
20秒完成108公里的赛程，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冠军被“90后”向付召夺得，她用时15小时51分32
秒。和前三届相比，2018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有了新变化。在专业组赛事之外，首次增设了“零门槛”的
大众组徒步活动，并撬动“赛事+公益”，首次联动政府与公益组织开展了“贡嘎益起行·文化扶贫行动”。
通过3组“1+1”的加法实验，贡嘎百公里挑战赛以一场精品赛事上演了一场体育搭台、公益助力、文化
扶贫唱主角的好戏。

◎钱晞 蒋嘉陵 苏桂明/文 记者 张磊/图

8月18日，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在康定拉
开帷幕。开幕式上，来自中国、德国、摩尔多瓦
等国家和地区的110名越野好手和500余名媒
体、公益组织、大学生社团和跑团的爱心人士，
参加了本场赛事的公益活动——“贡嘎益起
行·文化扶贫行动”。

这是本届赛事的第一组“1+1”实验，110
名专业选手在高海拔地区向 100 公里发起挑
战。500余名大众组的参与者则以跑马山景区
为核心，开展一场5公里的公益徒步。

“乱石滩和灌木丛从没体验过，比去年的
赛道难度增加了。”专业组参赛选手李琴在赛
后说。面对更高难度的挑战，赛道上每隔 10

公里设立一个补给点，医疗急救小组应对运
动员在比赛期间出现的突发状况，四川省山
地救援总队全程巡逻执行应急救援任务，为
赛事提供保障。而从来没参加过户外活动的
成都妹子刘涛则因为朋友邀请，首次体验了
大众组赛事 5 公里的公益徒步，带走了一枚
完赛奖牌的她一直笑呵呵的，对明年的大众
组活动充满期待。

据介绍，本届赛事所有参赛者报名费的
25%和徒步比赛前三名的奖金都将捐赠，用于
开展户外安全教育以及甘孜州范围内的户外
救援、生态环保、文化出版、教育发展等公益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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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的第二组“1+1”实

验，是以体育赛事为支点，发挥文化与体育独
有的“扶智”与“扶志”能量，激发精准扶贫的内
生动力。

手握“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这张牌，如
何把贡嘎山周边乃至甘孜州的“冷资源”变成

“热产业”，活动主办方一直在打造着“文体+扶
贫”的创新模式公益平台。

“我们一方面是希望能建立社会力量参与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新模式，盘活各类公共
文化服务资源；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文化为突

破点，开展社会创业、文化产品扶贫、文化人才
培养等项目，推动文化产业多元发展，实现精
准扶贫。”甘孜州文体广新局局长王丹说。

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同样对这个“1+1”的
实验充满期待。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副总裁柯继
铭表示，“以 2018 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为起
点，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将一方面积极推动‘体
育+文化+旅游’的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通
过‘文体+公益+扶贫’的新模式探索，打造有

‘良心’的体育赛事，担当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为精准扶贫探索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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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第 三 组“1+1”实 验 ，赛 事 期
间，来自省内的十余家政府单位、四川
新华文化公益基金会和社会公益组织
等人士共聚一堂，专项举行了“贡嘎益
起行·文化扶贫行动”研讨会，为扶贫
攻坚探索新路径。

会上，参会的政府单位与社会组织
签署了“环贡嘎公益联盟”意向书和“环
贡嘎益起行·文化扶贫行动意向书”，约
定共同推进文化扶贫及其他公益项目
的开展。其中，“环贡嘎公益联盟”共吸
引了恩派公益等来自上海、昆明、成都
等地的 16 个社会组织和公益团体、190
余名来自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公益
人士加入，关注的领域涵盖了扶贫助
困、文化传播、关爱残疾人、关注社区发
展等。

“‘环贡嘎公益联盟’将为我们打通
一条重要的资源渠道，接下来更重要
的是让资源能落地转化。”甘孜州委宣
传部副部长夏永智说。而作为贡嘎益
起行项目的筹备设计者之一，恩派公
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经理刘弈刚则透
露，与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三年完成
环绕贡嘎山的赛道计划一样，贡嘎益
起行从设计之初就制定了三年计划，
接下来“环贡嘎公益联盟”将通过引入
社会力量、筹集社会资金等手段，以项
目形式开展扶贫助困工作。“依托‘环
贡嘎 100’这个赛事品牌，我们希望能
将贡嘎益起行也打造成一个有全国影
响力的公益平台。”

地球之巅
决战

奋进新时代
高原小康梦
来自脱贫奔康一线的报告

州委宣传部
州文联

甘孜日报社
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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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美书

环贡嘎百公里挑战赛开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