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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曲江区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导向，充分依托“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这一平台，动员全区
在职党员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踊跃投身到
创建文明城市的各项工作中，在推动曲江
争当韶关生态文明和乡风文明建设排头
兵中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全力提高城市
社区治理共建共治水平。

入户宣传员：
引领群众唱“主角”

“您觉得咱们的居住环境是否干净整
洁？”“您对我们周边的卫生环境整治有什
么好的建议？”“您是否参加过环境保护类
的主题活动？”夜幕降临，在曲江玥珑山小
区的一户居民家中，党员志愿者正在开展
问卷调查。

在创文“五个一”入户宣传活动工作
中，各社区充分利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
到”这一机制，先后吹响了“五个一”创文
入户宣传这一“哨声”。全区 3400余名在
职党员闻哨而动，踊跃报名接单，他们身
穿志愿者红马甲、肩佩红袖章，踏着月色
走入了每一户百姓家里。每到一户居民
家中，志愿者将装有“五个一”材料、一本

《韶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常识 100
问》、一份调查问卷、一份小礼品的资料袋
送到居民手中，并向其宣传韶关市创文的
目的、意义和基本常识，为市民答疑解惑，
听取市民对创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引导

市民认真填好问卷调查，并对填写好的意
见征求表格进行回收、统计，收集梳理好
群众在民生方面反响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汇总提交至各社区党支部，为下一步
美化环境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不断提高
市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满意度、
支持率和参与度。

“工作日我们一般会选择从傍晚 6时
开始，这个时间，居民一般都在家，这样可
以确保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宣传活动中来，
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收集到的民情民
意也更加全面、准确。”安山社区的社区党
支部书记表示。

截至目前，曲江区已对全区 2万多名
居民进行入户宣传，发放韶关市文明手
册、创文宣传礼品等材料 2 万多份，进一
步提升了广大群众对创文工作的认同感
和支持率，使创建文明城市理念深入人
心。

家住玥珑山小区的居民曾某热情地接
待了志愿者们，在翻阅了调查问卷后，其认
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建议，“感谢志愿者们的
入户宣传，让我们对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以
及曲江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有了更多的了解。文明创建，人
人参与，我们也会注重养成文明习惯，为创
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疑难纾解员：
狠抓落实暖人心

对居民来说，社区就是他们的“大家
庭”。文明创建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解
决居民的困难。松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对
此深有感触：“在这次走访中，居民提出了
很多平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但很容易
忽略的问题，这也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
细。”

在深入一线广泛收集意见“对靶子”
后，曲江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做
到落实整改“挥锤子”和事事到位“钉钉
子”。通过落实区委书记高位推动、镇街
书记率先垂范、村（社区）书记一线推进的

“三级书记”联动机制，层层抓好解决民生
热点难点的责任落实，确保事事有落实、
件件有回音。如针对松山街道居民反映
的居民楼外立面破旧、存在安全隐患的问
题，曲江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牵头抓
总，通过指定松山街道办事处为业主负责
实施物业维修改造；街道党工委发挥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多次到各社区召开现场调
度会，倒排工期，督促其加快“三供一业”
物业维修改造工程进度；各社区党组织积
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加强与有
关职能单位的沟通协调，统筹做好共建工
作，对辖区内韶钢家属区房屋外墙及配套
的道路、排水、排污、绿化、路灯等公共设
施进行必要的修缮。短短 100天内，完成
了 45.4万平方米的外墙面和 20.55万平方
米的楼梯间墙面修补粉刷工作，辖区内家
属楼体的外立面得到了美化装饰和亮化

改造，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好评。

“这次整治，让街道变美了，我们看到
焕然一新的街景，心里美滋滋的。”提起与
昔日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街道外
立面，红旗社区的一名居民笑着说。

一线模范员：
党群效应“正循环”

上个周末，烈日炎炎，曲江区周末环
境卫生整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现场，一个个身穿红马甲、手持清洁工具
的党员志愿者们分布在小区、楼道、背街
小巷、农贸市场周边、公共绿化带、窨井盖
下方一级临街店铺门前等卫生责任区，他
们手拿铲刀、笤帚等工具，挽起袖子、俯下
身子，对辖区内大街小巷随意张贴的小广
告、道路周边的杂草、垃圾进行全覆盖无
死角清理，疏通排水沟，清理破旧横幅标
语，集中打扫楼道内部的卫生，努力消除
各个卫生死角，共同营造良好的卫生环
境。在这次卫生整治行动中，全区 3400
余名在职党员干部不怕苦、不怕累，展现
了积极奋进的精神面貌。

这样的情景，在全面铺开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以来并不少见。5月以来，曲江区
积极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机制，广
大在职党员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节假日及“八小时外”
积极投身社区，开展文明城市创建行动。

截至目前，全区共开展志愿活动 1 万余
次，参与服务达 5万余人次。

“居民们看到我们搞好了小区卫生，也
会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主动清除房前屋
后及天台的盆罐、塑料桶、饮料罐的积水，
当看到群众积极响应支持我们的工作，我
们也会更有干劲，这是个良性循环。”中华
社区的一名党员感叹道。此次周末卫生整
治行动，除了有党员志愿者的带领，还可以
看到社区居民们主动深入到社区的卫生死
角，一起动手清理垃圾，形成了全民参与、
全民共建的生动画面。

“我们小区看到很多关于创文的宣
传，卫生行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都愿意为文
明社区出一份力。”一位正在社区楼道铲
除牛皮癣小广告的居民说。

曲江区将继续多措并举，不断扎实
用好“党员到社区报到”机制，推动党员
干部不断开展各类志愿活动，加强党性
的锤炼，激发为群众服务的激情和热情，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力和凝聚
力，充分将党群效应调动起来，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培育文明新风尚。
特约记者 唐忠祥 通讯员 肖安琪 官倩洁

怎样打造能带领群众发展致富的战
斗堡垒？怎样带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怎样发展适合的种养产业？怎样补
齐村集体经济薄弱短板？怎样提高贫困
户内生发展动力？这一连串的疑问，是广
东省委老干部局驻陈家坪村第一书记兼
扶贫工作队队长张福先驻村扶贫后面临
的现实难题。

地处粤湘交界的坪石镇陈家坪村是
省定贫困村，下辖 10个自然村小组，共有
318户 1312人，建档立卡相对贫困户 18户
60人。省委老干部局对口帮扶陈家坪村
后，以党建引领精准扶贫，通过“三下沉”
工作法，抓党建助推产业振兴，帮助陈家
坪村闯出一条“支部引领、产业突破、合作
发展”富群众、富集体的脱贫之路。

支部工作下沉
集体收益“节节高”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扶贫工作队引导村党
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支部书记赖洪茂
任友鑫专业合作社社长，实行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合作社社长“一肩三挑”，通
过“党组织+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
模式，由党支部牵头，村“两委”班子成
员、党员、致富带头人参与，按照“组织引
领、群众参与、集体增收、贫困户分红”原
则，经营管理扶贫项目紫秋葡萄种植基
地，带动贫困户稳定增收，持续受益。

“以前我们村集体收入每年只有 1万
多元，想帮助困难群众有心无力，想发展
集体产业更是寸步难行。经过省委老干

部局这几年的帮扶，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
收入将达到 20 万元以上，明年预计可达
50 万元。”村支部书记、友鑫合作社社长
赖洪茂告诉记者，“集体经济收入飞跃式
增长，我们做群众工作、服务群众更有底
气！”

在省委老干部局的帮扶下，陈家坪村
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与友鑫专业合作社
共投资 150 万元种植紫秋葡萄 113 亩，贫
困户每年享受总收益 26.7%的分红，村集
体每年享受总收益 23.3%的分红。此外，
还投资入股乐昌市公共资产管理中心的
经营性项目等固定收益项目 180万元，每
年为村里带来固定收益 14.4万元。

服务群众下沉
量身定制“脱贫方”

在田坎上，张福先与贫困户何万祥席
地而坐，望着绿油油的土地，话家常，谈未
来。通过精准帮扶，何万祥以种植玉米、
水稻等务农生产增收，今年单单水稻就种
植了 23亩。

为充分发挥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先
锋模范带动作用，张福先带动陈家坪党支
部组织精干力量成立党员干部、致富能手
结对帮扶队伍，与 18 户贫困户进行一对
一结对帮扶。通过走访调查，为贫困户量
身制定“一户一策一产业”，确定了种植有
机大米、优质水果、升级改造小百货商店
以及稳定就业等措施，做到宜工则工、宜
农则农、宜商则商，实现精准服务包户结
对帮扶全覆盖，调动贫困户的主观能动
性，增强其自身发展能力，为贫困户制定
长效脱贫机制。

因疫情影响，陈家坪村“一户一策一
产业”中的竹鼠特色养殖产业被迫叫停，
扶贫工作队不等不靠，对竹鼠养殖贫困户
提前谋划转产转业，其中扶持转产种植新
品种优质水果 5户，养殖农家蛋鸡 4户，稳
定就业 2 户。贫困户赖福炉就是从竹鼠

养殖转产种植优质新品种水果 300棵，养
殖农家蛋鸡 200只。

除了解决贫困问题，省委老干部局还
带动了文化服务下沉、关心关爱妇女儿童
工作下沉，精准服务需要帮忙的群众。扶
贫期间，工作队为陈家坪村筹建了电脑培
训室、图书室，结合实际制定培训方案，定
期组织两委干部、党员、留守儿童、贫困儿
童开展信息化培训，促进了扶贫扶智深度
融合。

“今年我女儿考上了大学本科院校，
我们家几代人终于出了名大学生，我们家
的生活越过越有盼头。”谈起女儿，何万祥
心里自豪，脸上满是笑容。工作队将扶贫
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何万祥脱贫致富的
信心更足、干劲更大了。在收到扶贫工作
队赠送液晶电视机的当天，贫困户赖水良
夫妻喜笑颜开：“多亏了省委老干部局的
帮扶，多亏了张书记带领的扶贫工作队，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社会资源下沉
高质量脱贫摘帽

为有效解决陈家坪村果树种植技术
缺乏、品种老化的产业发展瓶颈，增加村
集体和群众收入，提升党组织影响力，扶
贫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邀请广东省农科
院果树研究所科技第五支部与陈家坪村
开展支部共建活动，并定期邀请专家现场
进行果树栽培技术指导，打通科技兴农的

“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结对共建 5
次，专家到村作专题技术培训 7次。

通过支部共建，为有条件的 12 户贫
困户、23 户种植大户增加了优质新品种
果树种植项目，种植了早脆梨、青脆柚、麒
麟三华李、早香 1 号板栗果苗合计 3500
株，设立了关键栽培技术研究示范点，种
植果苗 500 株。通过“示范点+果树种植
大户+贫困户”形式，以点带面统筹推进
陈家坪村果树种植产业提档升级，形成优

质水果产业链，果树种植产业的振兴助力
脱贫攻坚。

2019 年，陈家坪村 18 户贫困户全部
达到“八有”脱贫标准，全村有劳动力贫困
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3221元，无劳动能
力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349 元，

2020 年村集体收入将达到 20 万元以上，
实现了贫困村、贫困户高质量脱贫。

天清气朗，风吹稻浪。陈家坪村的村
民们，在省委老干部局的持续帮扶下，正
昂首阔步地迈向小康。

韶关日报记者 薛柏华 通讯员 廖晓奇

曲江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吹响党员集结号 助力创建文明城

三个下沉 党建扶贫“双促双赢”
——乐昌市坪石镇陈家坪村脱贫攻坚纪实

▲扶贫工作队为留守儿童开展电脑知识培训。 廖晓奇 摄

▲村支部书记赖洪茂（左三）和第一书记张福先（左二）关注葡萄长势。 廖晓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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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韶关体彩为中出大乐
透第20010期一等奖859万的体彩实
体店举行了颁奖仪式。

3月 14日，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等待了一个多月的超长
假期后，中国体育彩票体彩大乐透迎
来 春 节 后 恢 复 销 售 的 第 一 期（第
20010期）开奖，当期广东中出 1注一
等奖，奖金859万余元，花落韶关市武
江区新建路体彩4406030490实体店，

中奖的彩票是一张1注号码的2元单
式票。

值得注意的是，这注中奖彩票的
购买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1 日 20:59:
44（1月 22日 0点开始休市），也就是
说在春节休市之前所购买的，所以开
奖当天即使广东体育彩票市场受疫
情影响还未完全恢复，但大奖还是喜
落韶关。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注 859万

大奖并未等来得主。韶关体彩中心
通过媒体也曾多次寻找中奖幸运儿，
遗憾的是直至兑奖最后期限，大奖得
主仍未现身，故这注 859万大奖被视
为弃奖，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这笔奖金将纳入彩
票公益金。

9月 7日下午，韶关体彩中心副
主任肖敏为 4406030490实体店业主
颁发了幸运销售牌匾，并给业主和销

售员分别颁发奖励金 1万元和 2000
元，鼓励她们继续努力，更好地服务
购彩者。

已经经营体彩实体店四年的业
主何女士表示奖励金会用于店面提
档升级，将体育彩票事业做大做强，
同时她也非常感谢体彩中心在疫情
期间给予的经营补贴和帮扶政策，今
后会继续为体育彩票事业做贡献。

(广东体彩)

韶关体彩为售出859万元大奖实体店颁奖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