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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乡村振兴农民大学揭牌
构建“一十百千”教学体系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 （记者 童登
俊）近日，德阳乡村振兴农民大学在绵竹
九龙揭牌成立。据介绍，德阳乡村振兴农
民大学以“永久不停课、永远在实践、永
续在探索”为办学理念，主要围绕“五大
振兴”，主要开展三个层次的培训：一是
对全市农民开展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和
创业培训。二是对全市县乡村三级干部
开展乡村规划、基层治理、乡村旅游等方
面的政策培训。三是立足全省，对有需求
的兄弟市州开展相关培训。

农民大学主要采取一线教学、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
学，着力构建“一十百千”的教学体系：
设立 1个本部，位于绵竹高效农业示范
园内，占地面积 266 亩，分为教学区和
实训区。教学区占地 30 亩，建筑面积
195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80 余人食宿
学习。实训区种养殖面积 236 亩，其中
种植面积 172 亩，可供学员四季实训提
升。培育 10个特色规模实训基地，培育
绵竹土门玫瑰产业基地、绵竹和什邡
猕猴桃产业基地、孝德年画传承基地、
广汉现代粮食产业基地等特色实训基
地。建设 100 个教学示范片，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试点示范为基础，在全市
范围内选择 100 个镇、村作为实施乡村
战略教学示范片。形成 1000 个教学点，
将全市范围内的农民夜校全部作为农
民大学的教学点。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记者 杨
琦）“行距标准、坑深挖够、培土夯实
……掌握这些技术要领，杏树成活率
自然很高。”连日来，炉霍县鲜水河畔
上千群众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
开展大规模的绿化造林。

据了解，今年炉霍县投资 760 万
元，在沿国道317边的新都镇、斯木镇、
仁达乡“两镇一乡”15 个村栽植杏树
2000亩，打造高原“杏花村”，培育村民
增收永续产业。

在打造“杏花村”项目建设中，炉
霍县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核心，在
大规模整地和栽植阶段全员组织当地
村民实施，在后期抚育和管护阶段优

先安排贫困社员承担，劳务收入重点
向贫困户和贫困人员倾斜。

据炉霍县林业局总工程师王庆勇
介绍，在杏树种植的“两镇一乡”成立3
个造林专业合作社，贫困人口社员占
60%以上，村民每栽种一株树苗、做好
后期管护将在三年内获得18元收入。

记者了解到，从青海移栽过来的
树苗大都有 5年树龄，高 2米、根径超
过 0.05 米，明年就可以开花结果。“届
时，全县上千亩的杏花绽放，将成为杏
花的海洋，赏花必将成为炉霍旅游又
一张新名片。”王庆勇说道。

目前，炉霍全县 14万株杏树已栽
植完成，首批种植的杏树正吐露新芽。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唐千惠
李洋）去年 5月至今，天府绿道规划建
设已经一年时间。近日，记者从成都市
建委了解到，目前该市天府绿道已建
成 969公里，开放 68处建成绿道，开展
各类文体活动 77次，约 98万人次参与
绿道体验。其中，位于桂溪生态公园东
南侧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已于五
一节期间对民众开放。今年，该市计划
建成绿道1700公里。

据了解，《成都市天府绿道规划

建设方案》明确，该市全域规划形成
“一轴两山三环七道”的区域级绿道
1920 公里、城区级绿道 5380 公里、社
区 级 绿 道 9630 公 里 ，总 计 16930 公
里。目前，成都市建委牵头实施的

“一轴两环”锦江绿道、熊猫绿道和
锦城绿道，作为天府绿道的引爆工程
和示范工程，已部分建成开放，获得
良好反响。已于五一节期间对外开放
的天府绿道规划展示中心，通过 360°
环形 LED 显示屏及软硬件智能数据

系统的搭建，为市民展示天府绿道规
划设计、实景呈现、三维演示、VR 互
动体验、蜀川胜概图活化等功能，使
群众能够直观地了解天府绿道的建
设情况。

据介绍，成都市近期还将陆续建
成开放一批绿道。其中，锦城绿道将建
成开放玉石湿地和江家艺苑，熊猫绿
道将开放位于北三环路四段的“竹林
清韵”。各区市县也将陆续建成开放一
批绿道。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徐彬 记
者 胡智）“此次是我们第三次来这里，
这里真不错，是我目前去过温泉景区里
面档次最高的！”近日，来自成都的赵凯
一家如是评价宁南的凯地里拉温泉。

据悉，凯地里拉温泉度假区目前
对外营业的是景区一期项目，由生态
停车场、丝韵金街、温泉酒店、游客中
心、七彩温泉区、自驾游营地六大板块
构成，总投资1.63亿元，占地820亩，核
心区面积150亩，共有88个泉池。

据凯地里拉温泉度假区总经理葛
鲸刚透露，凯地里拉温泉度假区二期
项目已经列入 2018年工作日程，将重
点打造“星月谷”景观、水上娱乐园、种

植体验区、CS 生态有氧运动训练营
等，预计在年底前可开工建设。

“近年来，宁南把创建国家 4A 景
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作为提升旅游知
名度、打造旅游经济、推动全域转型跨
越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根本抓手，深入
实施‘旅游强县兴县’战略，举全县之
力抓创建、促发展。”宁南县委书记黄
玉超表示，宁南将树牢“旅游首位产
业”意识，以国家 4A 级景区和省级旅
游度假区带动旅游产业与一二三产融
合互动发展，全面打响阳光康养、休闲
观光、民俗风情等特色旅游品牌，以旅
游大发展带动经济大提速，实现旅游
富民的目标。

宁南以旅游大发展带动经济大提速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邓缨 记
者 陈家明）近日，以“田园自贡·美丽
乡约”为主题的自贡市第十四届乡村
旅游节在荣县开幕。

据了解，乡村旅游节荣县主会场
将举办特色农旅产品展销、品茗及茶
艺展示、乡村旅游摄影作品展、水上自
行车游乐、亲子系列活动等丰富多彩
的乡村旅游主题活动。此外还将在沿
滩区、贡井区等分会场开展系列活动。

开幕式上，歌舞表演《抬山抬水抬
月亮》《乐德红》《泥·火》《梧桐花开诗
书香》等精彩节目赢得众多游客热烈
掌声，《麒麟灯舞》表演将开幕式推向
高潮。

荣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佘建
平在开幕式上致辞说，荣县山川秀美，
旅游资源丰富，是自贡世界地质公园
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荣县旅游接待
游客 38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3亿元，同比增长13.5%。

近年来，荣县紧紧围绕全市“加快
建设独具特色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
地”发展战略，立足县情，抢抓机遇，创
新思路，依托“千年古县、田园荣州、荣
威穹隆”的独特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全
域旅游，打造了如来福城、玉章故里、
地质公园、田园荣州四大旅游品牌，促
进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全力推进川南
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

荣县打造四大旅游品牌
全力推进川南文旅融合示范区建设

近日，眉山市彭山区集中打造的又
一农旅融合示范项目——彭山凤鸣花
谷二期项目正式开园，进园观光旅游的
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该区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出农业嘉年华、盘桓小筑、
刘家大院等旅游项目，做好“农旅融
合”，推进“以旅促农、以农促旅”，推动
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火爆
拓宽农旅致富路

每逢周末，凤鸣花谷游人如织，成
片的非洲菊、芍药、玫瑰、绣球等鲜花
怒放，一拨拨游客纷纷来到这里赏花
游玩。

“今天恰逢周末，我带着家人来这
里玩耍，孩子们在花海中疯跑，高兴得

很。”来自成都的游客高先生在凤鸣花
谷二期游玩时向记者感慨。

占地 800余亩的凤鸣花谷，总投资
9000万元，一期花海种苗繁育基地及花
卉观光休闲体验园已建成。该项目以农
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
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致力于打
造都市近郊创意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的典范作品。

随着一三产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醉心于彭山的山水美景和田园
风光，乡村旅游渐渐火爆起来，村民的
收入也不断增加。

在该区公义镇马林村，四川首个集
农业高科技、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嘉
年华顺利开园，园区推出 5条以嘉年华
为起点辐射全区的精品旅游路线。截至
目前，共计接待游客 15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 6500 万元，农业嘉年华已成为

该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支撑点。
不仅如此，在武阳镇泥湾村，有着

200多年历史的刘家大院，传统古村落
文化为这个村落增添了历史厚重感。近
年来，这个小小村落通过风貌改造、举
办祭祖活动等展示传统民俗文化，发展
旅游经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游玩。

素有“柑橘之乡”的黄丰镇，柑橘种
植面积达 3.5万余亩。一到柑橘花开的
季节，花香百里，成为该区赏花、闻香、
问橘、观光、体验的最佳之地。

这些变化仅仅是彭山区乡村变迁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区围绕建设幸
福美丽新村这一发展战略，狠抓现代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的培育，通过发掘传
统古村落文化、乡村风貌改造、加强配
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实现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三产项目快速推进
农旅融合促乡村振兴

在彭山区江口镇记者看到，盘桓小
筑民宿客栈项目 1、2、3 号院落已全面
完成装饰，并开始对外营业，其余院落
已开工建设。

在公义镇马林村，精品乡村酒店及
民宿客栈已全面完成室内装修、外部景
观，目前已启动酒店软装工程。一三产
融合乡村旅游示范点项目已完成旅游
厕所、采摘体验园、花卉展示区、游客接
待中心等建设。

同时，彭山还重点推动乡村旅游示
范区建设。在岷东大道乡村旅游新业态
集中示范区、新桥村创意乡村旅游集中
示范区和锦江青竹沟民宿客栈集中示
范区，规划旅游避暑民宿点 25个。截至

目前，岷东大道乡村旅游新业态集中示
范区，已完成岷东大道景观节点规划设
计，并引进芋荷苑、橘园部落 2 家乡村
旅游新业态；新桥村创意乡村旅游集中
示范区已完成重要节点的规划设计，并
开展了乡村旅游系列推荐活动之五彩
公义田园雅居；锦江青竹沟民宿客栈集
中示范区，已完成景观概念性设计，已
全面开展项目招商工作。

今年，彭山区将坚定不移实施乡村
振兴行动，走出一条具有彭山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有项目才有投入，有投入
才有产出，才能形成经济支撑。”彭山区
三产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彭山
将抢抓深农改的重大机遇，着力盘活农
村土地，发展各具特色的主题民宿、乡
村酒店和农业主题乐园等，集中打造一
批农旅融合示范项目。

章洁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常坚

四川经济日报讯（胡智 陶杰 记
者 汤斌）近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石
板凳镇获悉，今年该镇将围绕“一镇两
区”规划，积极推进“航空特色小镇”和

“机场北部发展区”“高端现代农业示
范区”建设，力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7.5%，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财政收入增长 7.5%，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8%。

据该镇党委书记周建江介绍，今
年该镇将积极申报和打造航空特色小
镇，完成村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等规划，
并按规划启动相关建设和产业调整、
布局。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项目年”
工作安排，加快建设两大产业功能区，
加大培育创新产业链，着力构建协调
发展的全域健康产业生态圈，不断提
升经济发展质效。

根据航空特色小镇总体定位，该镇
近期将通过功能修补、形象提升打造服
务机场建设、服务居民生活的配套服务
小镇；远期通过功能提升、文化创新、面
貌塑造等措施打造以体验、文化、休闲
类产业为主导，融合航空文化展示、航
空体验与休闲配套的航空特色小镇，构
建多元化、特色化的产业集群。

该镇镇长李龙岗表示，今年该镇
将抓好产业发展。一是以石康路沿线
村组为主，打造现代农业连片发展区；
以农村“小而美”项目发展为重点，促
进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保证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以菜子村、观音村、许家村为核心，
狠抓草莓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培训推
广生态绿色种植技术，推广新品种种
植，提质打造绿色安全草莓采摘园 2
个，创建“三品一标”品牌 1个以上，促
进草莓种植户人均增收 1000元以上。
二是培育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以鑫联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为核心，实现年产 200万袋生产规模，
与贫困村、贫困户合作入股经营，巩固
绿色食品标志品牌效应，扩大食用菌
种植社会效益，带动贫困村人均增收
150元以上。三是推动农业农村改革，
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完成率 100%；
做好森林防火、森林资源管理工作、森
林资源双增目标工作、天保工作等林
业工作。实现农业增加值增长率 2%，
农业固定资产投入 6000万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9.5%以上的
目标。

罗江人大
点赞蟠龙镇“农联”改革

四川经济日报讯 （赵霞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德阳市罗江区人大常委会
一行对蟠龙镇“农联”改革工作进行视
察。区人大一行首先听取了蟠龙镇关
于农联改革情况介绍，实地视察了正
在建设中的青花椒深加工基地，以及

“农联”阵地建设、生产服务、日常工作
开展等情况。

据悉，蟠龙镇新型农民合作联合
社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挂牌成立，目前
入社股民共有 1625 户。下一步，农联将
以市场为导向、服务小农户为重点，建
设青花椒烘干房等服务设施，组建花
椒、贵妃枣、粮油等技术服务组，开展
青花椒、贵妃枣绿色防控，加速产业提
质增效。

德阳旌阳区新中镇
特色产业园发展获人大肯定

四川经济日报讯 (周兆英 记者 钟
正有)近日，德阳市旌阳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蓉带领驻会工作人员到新中镇走访
人大代表，并调研相关工作。

在新中镇白河村，徐蓉一行视察了
快乐农夫农场的柑橘园和美蛙园，听取
业主产业发展、助力扶贫有关情况的介
绍，鼓励业主要科学管理，早日实现赢利
增收。

在新中镇政府，徐蓉一行视察了改
建一新的新中镇人大代表小组工作室，
对新中镇落实行动迅速、建设工作规范
给予肯定。

随后，徐蓉主任参加了人大代表
座谈会，听取了新中镇人大主席团代
表工作情况汇报，与会的 10 名区、镇
代表还就学习、履职情况进行了交流，
部分代表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工作
建议。

徐蓉指出，作好人大代表工作是区
镇两级人大的主要职责，新中镇探索的

“四化四强”做法规范有效，值得肯定。该
镇要将代表小组工作室的运行和人大主
席团日常工作的开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突出脱贫攻坚、生态建设等重点任务，充
分调动代表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提升
人大工作水平。

广元市人大农工委
为烤烟产业发展“支招”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广元市
人大农工委一行就当地烤烟产业发
展现状、基本烟田保护、基础设施管
护及烤烟产业助农增收情况进行了
调研。

调研组深入剑阁木马烟叶种植片和
昭化区王磨烟叶种植片，查看了烟地备
耕、烟苗移栽、基本烟田保护及基础设施
管理情况，走访剑阁普安育苗工场、烘烤
工场和昭化金源合作社有机肥工场，了
解产业助农增收及合作社建设运行情
况，听取有关汇报。

调研组指出，烤烟产业作为全市八
大特色农业产业之一，是政府、烟草行
业、烟农三方共赢的产业，为烟叶产区农
民增收致富和新农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烤烟产业发展
信心，进一步完善基本烟田保护机制，加
大烟基设施管护力度，积极探索培育新
型烟叶种植主体，加强土地流转引导扶
持，努力打造具有广元特色的烤烟产业。

（彭贤超）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 （潘令春
记者 张琳琪）近日，遂宁经开区欧美
产业园招商团赴德国开展项目对接商
务活动。其间，招商团带着产业园首个
入驻企业——德国飞帆泰公司的首批

“遂宁制造”工业显示器产品，赴汉诺
威参加2018汉诺威全球工业博览会。

汉诺威是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首
府，也是德国工业制造业高度发达的
城市，更是世界闻名的展会城市，每年
都将举办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展览
及工业世界博览会。

据悉，来自世界各地约 6500 家
企业参加了此次展会，每天参观客商

人流约 4.8 万人。本次展会使用展馆
27 个，遂宁经开区欧美产业园展区
位于欧美企业展馆 7 号馆内。在 7 号
展馆产业园展位上循环播放着遂宁
的宣传片，引众多参会人士关注，一
些对中国市场有兴趣的客商纷纷来
到展位向工作人员了解遂宁在中国
的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投资环境、投
资政策、成本要素、市场开拓、人才
资源等等。

博览会期间，欧美产业园展位上
共计接待对接企业 70余家，拜访合作
意向企业 13家，企业代表们听取了中
国遂宁城市与园区介绍后，与招商代

表进行了深度沟通交流。
当地时间 4 月 26 日下午，招商小

分队一行离开汉诺威前往斯图加特，
对该地区意向企业进行商务拜访、招
商项目对接。在斯图加特，招商小分队
分别对清洗设备项目、输配电装置制
造项目、汽车工业关键零部件项目三
家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及项目对接，
并与各项目负责人深入探讨在中国遂
宁投资建厂的事宜，洽谈利用各方资
源，拓展斯图加特与遂宁在经济、贸
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目前，已有4家德国企业表示拟于
近期到访遂宁经开区考察投资。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林仲铭
记者 何菊 文/图）“为了我们天井村
老百姓脱贫致富，工商银行总行和县
委领导冒这么大的雨来送羊，我们一
定要感恩，努力把羊养好，争取早日摘
下贫困‘帽子’！”近日，南江县平岗乡
天井村6社贫困户杨桂华从中国工商
银行下派扶贫干部、南江县委副书记
娄可伟手中接过由中国工商银行捐赠
的“扶贫羊”时激动万分。

天井村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定
点扶贫乡——平岗乡的 2018年脱贫
攻坚重点村。该村地处平岗乡东南
方，全村辖6个村民小组, 275户1116
人，其中贫困户36户141人。目前，还

有 20 户 74 人未脱贫。为助力全村早
日高效高质脱贫，中国工商银行在该
村启动了南江黄羊产业扶贫项目。当
天，现场为精准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送去扶贫羊105只。

“在定点扶贫南江县中，中国工
商银行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助力脱
贫攻坚的核心举措，积极引领贫困
村、贫困群众搭车当地的绿色产业，
走上脱贫致富路。”娄可伟说。

据介绍，扶贫羊采取托管代养模
式，由大户集中饲养，专业公司负责回
收，贫困户获取分红和劳务收入。现
场，66岁的贫困户魏学良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只母羊一年产两窝羊崽，高

产时能达到 8-10只。若以 6只计算，
小羊羔断奶后再养殖 3个月，体重能
达到50斤，一只羊羔就能卖700元，6
只羔羊的收入是4200元，一年纯利润
大约为2100多元。去掉喂养成本和其
他杂费，一只母羊一年的纯利润超过
1800元。魏学良说，这批扶贫羊一年
能给他们家带来6000余元的收入，再
加上在种羊场务工，一年务工费
10000余元，光扶贫羊一项就可以实
现增收16000余元。

据了解，连续两年来，中国工商
银行总行已在南江县发放南江黄羊
种羊 2560 只，成功帮助 1300 多位农
户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彭山：农旅融合推动乡村振兴

成都高新区石板凳镇
加速推进“一镇两区”建设

炉霍斥资760万元打造高原“杏花村”

把“遂宁造”带出去 将“洋企业”请进来

遂宁经开区企业“闪耀”汉诺威工博会

成都天府绿道今年计划建成1700公里

“扶贫羊”助1300多农户走上脱贫路

发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