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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法制夜校”
培养法律“明白人”

四川经济日报资阳讯 （陶俊伶 记
者 汤斌）近日，安岳县“法制夜校”开班
仪式在岳阳镇洗墨池社区居委会会议室
举行。开班仪式上，岳阳司法所所长杨文
阁为30多名“学生”授课，“学生”均是来
自该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

据了解，“法制夜校”是由安岳县
委政法委主导，县司法局、县法学会联
合发起成立，是该县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依法治
县和法治安岳、平安安岳建设的有效
载体。

“举办‘法制夜校’旨在向广大社区
居民开展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宣讲，传播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明白人’，让社
区干部群众主动学法、懂法、用法、守法、
尊法。”县委政法委主要负责人介绍说，

“法制夜校”先在洗墨池社区进行试点，
以后将在全县逐步推广。

广汉市残联工作
获市政府领导肯定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李婷婷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广汉市副市长毛毅一行到市
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脑瘫儿童康复和偏
瘫康复现场、金鱼镇“送证下乡”现场，对
该市残疾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市
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随同。

毛毅一行首先来到残疾人康复中
心，看望慰问了在这里做康复训练的脑
瘫儿童及偏瘫患者，亲切询问了他们的
基本情况，并鼓励他们好好康复，争取早
日融入社会参与各项社会活动。

随后，毛毅一行来到金鱼镇办证现
场，详细了解市残联正在开展的2018年
春季“送证下乡”活动。毛毅表示，该项活
动是真正急残疾人所急，想残疾人所想
的惠民行动，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带来
实实在在的帮扶。

毛毅对开年以来该市残联开展的各
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今后工作提
出三点意见：一是要抓好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的
学习贯彻，适应新形势、新常态，抢抓机
遇，真抓实干，不断推动残疾人事业再上
新台阶；二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扣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大力实施残疾人
各项民生工程，深入开展“量服”精准服
务，努力帮助残疾人脱贫奔康；三是要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
持残疾人事业，多渠道、多形式筹措发展
资金，整合各级各部门及社会资源，为他
们排忧解难，不断提升残疾人幸福指数，
使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近日，全省羊肚菌生产观摩培训暨
产销对接会在甘孜州泸定县举行。当
天，与会代表考察了泸定县团结村、塘
坊村羊肚菌种植基地。

沐浴在高原三月的春光里，行走在
大渡河沿岸的田间地头，一座座黑色遮
光网覆盖的大棚下，朵朵羊肚菌如雨后
春笋般涌满整个菇棚，甘孜州 1.2万亩
羊肚菌丰收在望，预计今年实现产值
1.5亿元以上。

优化区域布局
3年规模发展3万亩

近年来，通过四川省农科院与甘孜
州“院州”合作机制，甘孜州把羊肚菌产
业发展作为深化“院州”农业科技合作
重要项目，努力做大做强羊肚菌产业，
使其成为农牧民群众脱贫增收的富民
产业。通过 6 年试验和推广，甘孜州羊
肚菌种植已初具规模，2016年全州推广
种植3400亩，实现产值7140万左右。

“作为深度贫困地区，我们把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助农增收作为脱贫奔康
的关键和重点来抓，去年，全州启动了
脱贫奔康百公里绿色产业示范带建设，
规划沿大渡河流域的康定、泸定、丹巴、
海螺沟区域，3年建成 3万亩羊肚菌产
业基地，将羊肚菌产业做大做强。”甘孜
州委常委、农工委主任舒大春说。

截至去年底，甘孜州共培育羊肚菌
种植大户132户，合作社65个，在康定、
泸定、丹巴等9县种植羊肚菌面积达2.5
万余亩，其中，去年种植 1.2万余亩，预
计今年鲜菌产量将突破 1500 吨，产值
将实现1.5亿元以上。

强化科技支撑
深化“院州”科技合作

为提高群众种植技术，甘孜州建立
了省州县乡村多级技术保障体系，根据
羊肚菌生长特征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
指导，每年将组织上百场培训会；同时，

省、州、县（市）的技术专家团队不定期
深入羊肚菌种植户中现场指导，及时解
决羊肚菌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全州羊肚菌栽培技术基本成
熟，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2015年3月21日，康定市姑咱镇浸
水村种植的“川羊肚菌 1 号”新品种鲜
菌亩产达 508公斤，创造了全国羊肚菌
单产的新纪录。

今年3月22日，在康定市三合乡杨
小波的羊肚菌种植基地，由国家、四川
省菌业协会组织的专家通过选点测产
验收，鲜菌亩产达592.5公斤，再次刷新
了全国羊肚菌单产的纪录。

同时，甘孜州农科所与省农科院土
肥所紧密合作，重点开展野生羊肚菌分
离、驯化、生态栽培技术等研究，共同筛
选羊肚菌新品种 5个，分离野生羊肚菌
优良菌株7个，合作设备专利1项，集成
标准化示范技术 5项，为羊肚菌产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我们将进

一步依托‘院州’合作科研团队作为技术
支撑，加快菌种繁育体系建设，探索出适
合高原种植的高产栽培技术。”甘孜州农
牧供销合作局局长罗永红告诉记者。

加快电商发展
叫响高原羊肚菌品牌

“近年来，羊肚菌产业发展迅速，国
内种植规模已达 6万亩，四川也超过 4
万亩，在抓住机遇发展的同时也要防范
风险，拓宽销售渠道，确保群众收入。”
中国食用菌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高
茂林在培训会上说。

其实，甘孜州在拓宽羊肚菌销售渠
道方面早已付诸行动。鲜菇上市时，村
民们不仅可以通过自己渠道销售，还可
以通过政府组织的电商企业集中采购，
遇上市场价格波动，还可通过粗加工销
售干菌，提升产品附加值。

目前，甘孜全州已建成冷藏、烘干
等粗加工设施 80 座，日加工能力达 30

吨以上。
“羊肚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市场

前景广阔，每年的产品都供不应求。随
着产量的增加，今年我们在村上建立了
易农社电商销售平台，将高原珍品端上
百姓的餐桌。”泸定县羊肚菌协会负责
人介绍说。

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品牌，才能
有好的市场。近年来，以打造中国高原
羊肚菌之乡为抓手，康定成功获得“高
原羊肚菌之乡”称号，全州各新型经营
主体积极开展“欧盟认证”、国家食品有
机认证，累计登记认证“三品一标”羊肚
菌产品15个。

“发展优质羊肚菌，甘孜有区域优
势，按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基
地、搞加工、创品牌’的发展思路，甘孜
要将羊肚菌作为攻坚藏区深度贫困的
优势产业来抓，做大做强，实现产业富
民。”省政府参事、省农业厅一级巡视员
涂建华在培训会上指出。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琦

春染千畴一片绿，雨润万物遍地
新。连日来，剑阁县处处涌动着春潮，
一帧帧、一幅幅春耕图犹如七彩田园
上跃动的音符，奏响了乡村振兴的田
园交响曲。

迎喜雨 扬鞭奋蹄

近日，剑阁迎来久违的甘霖，降雨
最多的地方近 40毫米，最少的也有 20
毫米，极大地缓解了全县大部分乡镇
的旱情，既为春耕生产创造了条件，也
激起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激情。

城北锯山、水池和汉阳登山是今
年剑阁锯山现代农业园区的核心区，
规划种植沙糖桔和车厘子 1.8 万亩。
前期因天旱、墒情不良、用水成本
高，效果不佳。雨后，城北镇、汉阳镇
和农业、水务部门，抢抓有利时机，
加强人员组织，加快水网建设，每天
用工由原来 20 余人增至近百人，仅
一周时间就清杂理乱 3000 余亩，移
栽苗木 800 余亩，园区一天一变化，
形势喜人。

公兴、元山、武连等南部重度干
旱乡镇也因势而动，不甘人后，先后
召开小春生产现场会，发动组织群众
进田进园，处处都是“闹”春耕的繁忙
景象。

抢农时 只争朝夕

剑门关镇双旗村是有名的贫困村，
紧邻“下普快通”和县城，是乡村旅游绿
化、美化、香化的重点村。自从春季攻势
开始，三五成群的村民便起早摸黑穿梭
于油菜花间，划线、打窝、移苗、浇水、盖
膜成为他们劳动的主旋律。

“不能再等了，3月份是栽树的黄金
期，必须完成200亩桃树移栽任务，明天
辛苦大家还是7点钟到田哈。”双旗村支部
书记刘柏林大声地安排着第二天的工作。

在圈龙乡巨星祖代生猪养殖场，
1.8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厂房与周
边环境紧密相融，令人啧啧称奇，安
装、调试，工人们在厂房内忙得不可开
交，有的已是满头大汗。

农时不等人，错一时，误一季。县
农业部门针对当前农事，也派出 12个
技术指导组协同39个专家服务团、163
名驻村农技员和 147个技术巡回服务
小组，实行包片、包乡、包村指导服务。

沉下去 干群同心

3月21日，汉阳镇比往日热闹了许
多，百台农机整齐地停在镇政府院内，
农机监理人员逐台仔细检查，填表、发

证“一道清”。据县农机监理站负责人
介绍，今年农机年审主要采取沉下去
到农机所在乡镇年审，让群众少跑路。

“我们已将15个驻村工作队全部派
了下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
还开展‘三项教育’，这种方式还不错，群
众很容易受感动，比集中起来宣讲效果
好。”该县某部门负责人介绍道。据反馈，
全县有60余个部门、近千名干部走下去
开展“三同”活动和“三项”教育。

3月21日，广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剑阁县委书记向永东来到鹤龄镇检查指导
产业扶贫工作，并在翠柏村讲了一场生动
的党课，要求全县干部贯彻落实“作风纪律
深化年”和脱贫攻坚春季攻势部署，沉下去
服务指导，帮民所需，解民所困。

截至 3 月 22 日，全县收获中药材
2300亩（丹参），栽种蔬菜1300亩，桃、梨
等小水果4600亩，猕猴桃1200亩，中药
材4800亩，藤椒2100亩，菌类1000亩，春
季青贮玉米3000亩，建成稻渔综合种养
600亩；启动建设万亩现代农业园区 1
个、村办特色产业示范园67个、户办小庭
园0.69万个；农机年审550台，农资门市
专项检查330个；到村开展集中技术培训
131次、培训逾1.5万人次、发放技术资料
1.5万份，204个益农社已开工建设。

朱斗峰 刘高居 四川经济日报记
者 侯东

四川经济日报讯 （谢淼 赖荣琛
记者 庄媛）“今年蜂群越冬成活率不
是很高，但村上给我家1000元扶持金，
我对搞好这个产业很有信心。”这段时
间，马尔康市松岗镇直波村野桃花开
得正旺，脱贫户确培在院子里维修清
理蜂箱，为即将到来的蜂群越冬后分
群做准备。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直波村
在保持原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基础
上，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新建自驾
游营地，通过对外承包经营模式，既
拓宽了乡村旅游出路，又扩大了集
体经济规模。去年，营地实现利润
11.6 万元。

利润增加了，如何让新增的集体
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如何调动村民积
极性和主动性？如何发挥集体经济对
贫困户脱贫奔康的引导作用？直波村
探索制定了集体经济“136”分配模式，
让全体村民共享集体经济“蛋糕”。

“‘136’模式就是通过民主决策，
对新增这部分集体经济收益，按照
10%作为贫困户产业扶持资金，30%作
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基金，60%作为
集体分红资金进行统一分配。”直波村
委会主任王贵全介绍说。

据了解，该村 14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获得了每户 1000 元的产业扶持资
金，3.5万元的集体经济收益被用于集
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全村508人均分了
6.7万元集体经济分红。

“通过这个模式，一方面，收益比
例适当向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倾斜，给
予了贫困户适当的资金扶持；另一方
面，充分调动村干部和村民的积极性，
确保了集体资产保值增效。”直波村支
部书记雷贵和认为，“136”集体经济分
配模式，扎实推进了脱贫攻坚“回头
看”“回头帮”，加强了村级集体经济

“造血”能力，让村民尝到了集体经济
的甜头。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冯瑶 记
者 毛春燕）近日，内江市威远县创建
国家卫生县城和第五届四川省文明城
市（以下简称“双创”）动员大会举行。
会议总结了创建省级卫生县城成功经
验，动员部署了“双创”工作。

为推动“双创”工作有序、有力、有
效开展，威远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双
创”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工作机构，并印
发了《威远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实施
方案》等文件，明确了威远县“双创”的

总体目标：在 2017年精神文明创建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2018 年深
入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19
年创成四川省文明城市；继续巩固省
级卫生县城创建成果，2018 年全面启
动并申报创建国家卫生县城，2019 年
通过国家、省爱卫会暗访及考核验收，
2020年获得国家卫生县城命名。

威远县委书记张勇表示，城镇建设
水平不仅关系居民生活质量，更关乎城
市的精神文明发展，要在省卫创建的基

础上，继续抓好“双创”工作，推动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一
要抓干净、整洁、有序，抓好城市规划和
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老旧小区、院落改
造提升等工作，以“五清”行动为载体，提
升城市服务功能；二要抓卫生、环保、园
林，开展“厕所革命”、污染整治、城市增
绿等工作，提升城市品位；三要抓崇德、
向善、文明，结合“践行十爱·德耀甜城”
主题活动，提升公民道德水准；四要打造
宜居宜业环境，提升百姓幸福感。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申勇 罗
宇 记者 杨波 侯云春）挖坑、背苗、
培土、浇水……在农技人员的示范和
指导下，近日，兴文县古宋镇金鸡山
村一下子多出 300 余亩新栽竹苗，主
要栽种的是笋竹林和笋用材林，预计
3年后投产，每亩能给村民增加 1000-
3000 元收入，是真正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

而像金鸡山村一样火热的种竹场
面，连日来在兴文县各乡镇都能看到。
截至 3 月 24 日，全县新造竹累计达
11000余亩，并仍在火热推进中。

为了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
一道风景线，兴文县抢抓机遇，出台了

《兴文县关于加快竹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加快推进全县竹产业转型发
展，着力把竹产业打造成为一个绿色、
生态、富民的支柱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

根据《实施意见》，该县确定了
“楠竹要稳，杂竹要扩，方竹要推，林
下多元”的发展思路，以“3+2+1+1”

（建设以毛竹为主的笋材两用竹产
业集群、以方竹为主的笋用竹集群、
以造纸为主的杂竹产业集群；建设
王山、仙峰两大竹林旅游康养基地；
建设兴文太平苗族竹工业园区；提
升打造 王山 4A 景区，建设世界竹
文化竹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布
局，强二产促一产拓三产，通过一二
三产业的协调发展，2022 年建成全
省竹产业重点县，2025 年竹产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

据悉，兴文县竹资源丰富，全县
竹林面积达 37.3 万亩，其中方竹基地
10.5 万亩，毛竹林基地 11.6 万亩。县
内有竹业专合组织 11 家，竹类加工
企业 34 家，竹产业实现产值 3.3 亿
元，其中兴文方竹笋成功入列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名录，仙峰特色
方竹基地被认定为四川省森林食品
基地，兴文县巨黄竹获得四川省林
木品种审定委员会良种认定，石海
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拥有 10 多项竹产
品发明专利。

兴文：加码竹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杨萍 庄
祥贵）记者从近日在蓉举行的“第十四
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节暨新时代茶产
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研讨会”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本届蒙顶山茶文化旅游
节将于 3 月 27 日在雅安市名山区开
幕。

“作为本届旅游节的主会场——
雅安市名山区茶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在
全国264个茶叶主产县中排名第四、四
川第一。全区茶园面积达35.2万亩，综
合产值达 58亿元。‘蒙顶山茶’区域公
用品牌价值达26.66亿元。”会上，雅安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名山区委书记
吴宏介绍蒙顶山茶文化和名山区茶旅
融合发展情况时表示，下一步，该区将
聚力打造蒙顶山茶的“绿色范”“专业
范”和“国际范”，力争到2020年将名山
茶产业打造成百亿产业。

近年来，名山区全面深化蒙顶山
国家茶叶公园建设，确立了“1+7+N”
的空间布局，通过“茶区变景区、茶园

变公园、劳动变运动、产品变商品、茶
山变金山”打造“花香茶海”，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建成一条长 69公里
的生态茶产业文化旅游经济带。同时，
在走廊上培育了若干个休闲农场、茶
家乐、茶庄和民宿，形成了连点成线、
连线成片的茶旅融合、全域旅游的发
展格局。春节期间，该区共接待游客
29.73万人次，同比增长 100.34%；实现
旅游收入 22946.68 万元，同比增长
105.35%。

会上，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白
云详细介绍了雅安生态旅游和茶产
业发展情况。近年来，雅安市坚持走

“绿而美、绿变金”的特色发展道路，
按照“农旅结合、一三互动、接二连
三”的发展思路，以生态为引领，强力
推进农业、农村旅游融合发展，精心
打造提升百公里百万亩茶产业、果药
产业和果蔬产业三条乡村振兴产业
带，带动全市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
民增收。

中国诗歌万里行
走进自贡自流井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周姝 叶卫
东 记者 陈家明）近日，中国诗歌万里
行走进自流井创作采风活动，迎来了全
国各地和自贡本土的40余位著名诗人、
学者，他们用诗歌表现自流井的城市画
卷与新农村建设成就，描绘自贡人民的
诗意生活。

据悉，中国诗歌万里行是由全国诗
歌报刊网络联盟主办的一项大型系列公
益性诗歌文化传播活动，迄今已先后进
行了 103站，走进了全国 26个省市 70个
地区。此次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自流井
活动来到尖山风景区、盐业历史博物馆
等地，随后，学者们将创作出描绘自流井
风情文化的诗歌。

“我们走进自贡的乡村，参观了自
贡的山水、城市风貌，感觉自贡确实是
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诗人、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认
为，很有必要用诗歌这一方式展现自
贡的城市发展，留住自贡具有独特魅
力的记忆。

“脆红李马上要报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灌水、施农家肥。”九寨沟县农水局工作人员石国富向群众介绍
春耕备耕技术时说道。

阳春三月正是农忙时节，为保障春耕顺利开展，日前，九寨沟县农水局开展春耕备耕送技术下乡活动，早安排、早
动手、早部署，把实用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赢得群众好评。 王吉玲 朱彦东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媛 摄影报道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攻坚藏区深度贫困

甘孜羊肚菌成群众致富“新引擎”

剑阁：干群齐绘最美“春耕图”

九寨沟县农业课堂走进田间地头

威远力争2020年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马尔康市直波村创新“136”模式
让村民共享集体经济“蛋糕”

雅安名山区到2020年
力争将茶产业打造成百亿产业

丹棱举办国家乡村公园
山地自行车挑战赛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程晋 记者
常坚）3月25日，“四川·丹棱·国家乡村
公园山地自行车挑战赛”在丹棱举行。当
天，来自塞尔维亚、蒙古国等国内外 300
多名选手云集丹棱，沿途数万群众前来
观赛。

经过激励角逐，深圳力欣 CCN 车
队的塞尔维亚选手 Marko Danilovic 以
55分16秒的成绩斩获男子精英组冠军；
云迹单车——黑心车队的杨立以1小时
55秒获得男子大师组冠军；龙泉小钢炮
车队的苏悦以1小时7分40秒赢得女子
精英组冠军。

据悉，此次山地自行车挑战赛不仅
关注比赛本身，更重要的是通过绿色骑
行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进行了完美融
合。当前，丹棱县正以“国家乡村公园
PPP项目”为引擎，按照“一三融合、绿色
发展、项目引领、全域推进”的思路，力争
到 2020 年，建成“有产业、有颜值、有底
蕴、有秩序、有保障、有精神”的全域公园
式新乡村，实现全域全面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