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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

源头活水助脱贫 美丽乡村入画来
履 山亭区徐庄镇峨子山村第一书记

郭传鑫

踏上新征程，重任千钧再奋蹄。
2017年2月，我在第二轮第一书记期
满后，服从组织安排，继续留任为第
三轮省派第一书记。2017年2月21
日， 踏着皑皑白雪走进了大山深处
的峨子山村。 峨子山村位于徐庄镇
北3公里处，由东峨子山、宋山口、西
峨子山、 柳树峪4个自然村组成，东
西2公里，南北3公里，全村共376户、
1623人。待阳光消融雪的面纱，山村
贫穷的面貌映入眼帘， 凝视脚下贫
瘠的土地， 枝叶关情的责任感涌上
心头，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里旧
貌换新颜。

带好“一支队伍”

村子要发展， 归根到底要建强
村级党组织。 驻村后， 我在提升村
“两委”班子和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
上用心用力。一是严格组织生活。严
格落实“28日党员活动日”制度，开
展党员党性教育活动， 组织全村党
员赴铁道游击队纪念园、 孟良崮等
教育基地开展教育活动， 为党员佩
戴党徽，重温入党誓词，聆听抗战事
迹，提升党员党性修养。两年来，累
计组织党员参加“
学习廖俊波、黄大
年先进事迹”等各类集中活动16次、
培训党员300人次，增强了党组织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是注重建章立
制。 先后制定了《村“两委”联席会
议制度》《村干部学习制度》 《村民
议事制度》 等多项制度， 并把各项
规章制度汇编成册， 进一步提升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
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明确每
位村干部职责分工， 严格进行督查
及奖惩。 三是完善党建阵地。 筹集
资金4.2万元， 对村委会进行全面
修缮， 配备了必备的办公家具， 更
换破旧办公用品， 新建了图书室和
活动室，修缮后的村委会焕然一新，
成为全村党员干部和老百姓最想去
的地方， 真正发挥了基层党建的战

《国家安全法》 第十四条规
定： “每年4月15日为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历史也一再证明： 盛世并不意味着
永享太平。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 虽然和平发展仍是时
代主题， 但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安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国家
安全不仅关乎国家的兴亡， 还关乎
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 维护好了国
家安全，既能保护国家利益，也能保
护个体利益，而一旦国家安全受损，
我们就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在
国家安全法中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 有助于帮助全体公民认清国
家安全形势、增强危机忧患意识、树
立国家安全观念， 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安全法和相关法律， 积极支持配
合国家安全机关履行职责， 为维护
国家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国家安
全，学习国家安全法知识。
一、《国家安全法》 什么时候通
过和生效的？

新的《国家安全法》是2015年7
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 以法律对政
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
安全、 科技安全等11个领域的国家

郭传鑫为老党员佩戴党徽

斗堡垒作用。

打造“两个产业”
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
贫开发工作时强调： 只有激发贫困
群众的内生动力， 才能彻底摆脱贫
困。 我决定靠发展产业来激发贫困
村的内生动力！ 先后组织村里党员
干部到税郭镇纺织工业园、 市中区
工业园区考察学习， 开眼界、 增见
识，探索“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 的发展模式。2017年6月
30日，租赁民房，筹建了临时扶贫车
间， 与枣庄市泰美针织有限公司签
订了服装加工协议；2018年6月筹建
新厂房，历时4个月，于2018年10月
交付使用， 车间占地面积1500平方
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机器设备

50余台，可以满足50名村民就业，使
村集体收入增加3万元。截止任期结
束， 加工车间累计生产服装8万多
件、双肩包10万件，为20多名村民提
供了就业岗位。 通过产业扶贫既解
决了贫困户和群众的就业问题，还
能有效解决村集体收入， 为村级发
展留下了源头活水。
光伏扶贫不仅受益面广， 而且
收益期长。2017年6月，投资18.48万
元建成33千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平
均每天发电量120度，每年可增加村
集体收入3.4万余元。按照光伏电站
的使用寿命， 可持续为村集体增加
收入20—25年。截止2018年年底，按
照上级扶贫部门安排， 已将光伏收
益分给15户贫困户、44人， 共计2.2
万元。村级电站建在村内，贫困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 发电收益又通过公

益岗位、 公益事业和小微奖补的方
式分配给贫困户， 为贫困户带来实
实在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另外，
经过风险评估， 合理调配村集体资
金， 拿出一部分投资徐庄镇翼云湖
柜族部落， 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1.2万元。以上可为村集体每年增收
7.6万元。

办好“一批实事”
“
关乎民生的事， 再小也是大
事。”一是修路。村内道路崎岖泥泞，
出行非常不便，入村道路狭窄，小车
无法会车，大车无法通行，成为制约
村级发展的主要瓶颈。2017年9月，
筹措资金27万元， 完成入村道路拓
宽工程； 协调省交通厅筹措资金51
万元，完成沥柏油路铺设工程；筹措

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安全任务进行了明确， 自公布之日
起实施。
二、 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
义务有哪些？

《国家安全法》 第七十七条规
定： 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
国家安全的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
家安全的有关规定；
(2)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
动的线索；
(3)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
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
(4)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
条件或者其他协助；
(5)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
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协助；
(6)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义务。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
家安全的行为， 不得向危害国家安
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
者协助。
三、 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有
哪些权利？

(1)公民和组织支持、 协助国
家安全工作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因
支持、 协助国家安全工作， 本人或
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
的， 可以向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
关请求予以保护。 公安机关、 国家

安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
取保护措施。
(2)公民和组织因支持、协助国
家安全工作导致财产损失的， 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造成人身
伤害或者死亡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抚恤优待。
(3)公民和组织对国家安全工
作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的权
利， 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
家安全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
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资料和其他物品， 应当及时送交有
关机关、单位或保密工作部门。
(2)发现有人买卖属于国家秘
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应当及
时报告保密工作部门或者国家安全
机关、公安机关处理。
(3)发现有人盗窃、抢夺属于国
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有
权制止，并应当立即报告。
(4)发现泄露或可能泄露国家
秘密的线索， 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
机关举报。

四、 公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
提高警惕注意发现哪些危害国家安
全的活动？

六、《反恐怖主义法》 什么时候
生效的？

(1)一些可疑人员未经批准到
内部作调查，进行科技、经济、企业
等情况搜集。 发现这种情况不能随
意提供， 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国家
安全机关报告。
(2)警惕境外电台、电视、网络
等传媒的煽动、造谣。
(3)一些境外组织和人员经常
出现在我军事、保密单位周边，乘机
盗取秘密情报和信息。 如遇有可疑
人员要立即报告。
(4)一些有境外背景的组织和
个人，利用一些群众不满情绪，煽动
与政府对抗。遇到这些情况，应立即
报告。
五、 发现国家秘密已经或可能
泄露时，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1)拾获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

《反恐怖主义法》是2015年12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自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七、 公民在反恐怖主义中义务
和权利？

(1)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的义务， 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
怖活动嫌疑人员的， 应当及时向公
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2)对举报恐怖活动或者协助
防范、 制止恐怖活动有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 以及在反恐怖主义工
作中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
励。
八、《反间谍法》 什么时候通过
和生效的？

资金38万元， 完成6000平方米村内
道路硬化； 争取枣庄学院帮扶资金
43.65万元， 完成8.5公里生产路和4
座漫水桥修建；
二是通水。 柳树峪自然村的村
民吃水靠山泉，但是旱季泉水断流。
宋山口自然村蓄水池年久失修，加
之自来水管道老化，村民吃水困难，
只能肩挑手提。2017年，我积极争取
资金30万元， 为两个自然村修建了
蓄水池，更换了自来水管道，使全村
都吃上了自来水。
三是美丽乡村建设。 在城建学
院师生的帮助下，历时4个月，完成
了村庄的整体规划，2018年三月份，
筹资42万元开始实施美丽乡村建
设，村容村貌得到极大的改善。
四是慰问。 先后争取社会捐助
资金1万余元，在每年春节前为贫困
户和老党员送上米、面、油等年货以
及棉衣、 棉被等过冬物品。 每到一
家，掀开锅盖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
住得怎么样？
在为民办事中， 我却收获了满
满的感动。2017年12月份，为抢铺村
的柏油路，所有村“两委“成员冒着
寒风一直到深夜近12点， 没有丝毫
怨言；其他党员也义务出工，七八十
岁的老党员们拿着铁锹、 扛着扫帚
来到现场， 孙晋德同志本打算去山
亭看病的， 但毅然放弃看病前来参
加劳动；84岁的张宝平同志坚持要
求参加劳动，我们拗不过她，最终安
排她给大伙烧火做饭。“众人拾柴火
焰高”修路、架桥、通水的顺利实施
与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大力支持密
不可分。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我们都在
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都在用
辛勤付出换来群众幸福。 在两年多
的时间里，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大力
支持下， 峨子山村在一点点变的美
好如画， 期间听到最多的是村民对
我们的感谢。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这
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反间谍法》是2014年11月1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自2014
年11月1日起施行。
九、 公民在反间谍工作中有哪
些义务和权利？

(1)公民和组织应当为反间谍
工作提供便利或者其他协助。 因协
助反间谍工作， 本人或者其近亲属
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 可以向国
家安全机关请求予以保护。 国家安
全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法采取
保护措施。
(2)公民和组织发现间谍行为，
应当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向
公安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 组织报
告的，相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立即
移送国家安全机关处理。
(3)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
有关间谍行为的情况、 收集有关证
据时， 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
供，不得拒绝。
(4)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保
守所知悉的有关反间谍工作的国家
秘密。
(5)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
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 资料
和其他物品。
(6)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
法持有、 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
专用间谍器材。
(7)对协助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或者依法检举、 控告的个人和组
织， 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压制和打
击报复。
十、 公民或组织发现危害国家
安全可疑行为或其他破坏活动时，
请拨打举报电话：123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