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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蓬安在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始终将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用
历史文物丰富城市底蕴，用人文精神增
添城市魅力，用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气
质，以传承弘扬相如文化、保护开发相
如故城为主线，把保护和传承历史文
脉、厚植文化底蕴作为使命担当，全力
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高标准修复相如故城
争创5A级景区

蓬安原名相如县。南朝梁武帝萧衍
因仰慕“一代辞宗”司马相如，于梁天监
六年（公元 507 年）特在其故乡以“相
如”之名为县名，以相如故宅为县治。据
考证，迄今已有 1500 余年历史的相如
故城，是全国目前唯一一座州县同治的
古城池。

延续至今，相如故城的肌理和格局
保存较为完整，古建筑群和古街区犹
存。其间，面积达 12500 余平方米的清
代木结构建筑、文庙、武庙、龙神祠、天
主堂、玉环书院、城隍庙等保存尚好。

为擦亮这块尘封千年的“金字招

牌”，蓬安县把相如故城保护开发工程
列入蓬安“10 件大事”、全县“一号工
程”。由县委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县政
府主要领导担任执行长，按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和 5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
以文物古迹修缮保护、开发利用和完善
旅游服务功能为重点，编制完成了《相
如故城保护开发修建性详细规划》。

据悉，围绕“擦亮相如故城这张金
字招牌”的目标定位，蓬安将按照“修缮
故城、展示故城、开放故城”的思路，以
相如故城为核心，建“赋圣之乡、太极之
城、活水之城”；以相如文化为核心，规
划布局“一线一带七片”：“一线”即南到
北的历史文化体验线，“一带”即沿玉环
溪的精品商业体验带，“七片”即“历史
文化观光体验片、民俗文化体验片、嘉
陵创意文化休闲片、相如文化博览片、
水街商业服务片、民宿客栈度假片、生
态景观体验片”。坚持精品化、精细化施
工，全面复建相如故城历史遗址遗迹，
保护修缮文物古建，精心打造历史文化
街区和亲水休闲商业街区，配套建设旅
游功能设施，力争让历经千年的太极太
玄袖珍故城重现历史风貌。

同时，该县大力推动“旅游+生态+
文化”的多轮驱动发展，统筹推进文体
中心地标建筑、相如湖国际大酒店等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爱情小镇、嘉陵
江最美跑道等旅游景点，将相如故城打
包创建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打造成
为蓬安生态旅游的“核心引爆点”。

叫响相如文化品牌
亮出文化名片

近年来，蓬安全面推进相如文化品
牌打造工程，积极彰显蓬安的历史底
蕴、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从嘉陵第一
桑梓 4A级风景区，夫妻树、共生树、连
理枝等‘爱情树’挂牌，到相如大道、抚
琴路、文君路等城市街道命名，相如饭
店、文君酒楼、琴台酒家等酒店餐厅命
名，以及情侣楼、相如文化公园、凤凰生
态公园、司马相如铜像、文化墙、相如琴
台等文化场所打造……蓬安处处透着
浓厚的相如文化氛围。”蓬安县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传承和创新相如文
化，蓬安一直在努力。从 2004 年举办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以来，该

县已多次邀请科研院所，以及国内外专
家学者，共同探讨相如文化精神，促进
相如文化传承和创新。

同时，该县还出版《相如故里文化
旅游丛书》《画说蓬安》《天下文宗司马
相如》等系列丛书及专著，拍摄制作《寻
找司马相如》《千年赋圣乡 大美公园
城》等文化宣传片，发行《司马相如》文
化邮票邮册，编排大型舞台剧《相如长
歌》和民俗风情剧《蜀红》等，在省内外
成功亮出了相如文化名片。

接下来，该县还将让相如文化走出
蓬安、走向全川、迈向全国。计划聘请国
内专业团队，用艺术传播相如文化、唱响
相如文化。努力把相如文化纳入区域文
化发展体系，做好统筹发展、抱团发展，
不断提升相如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近年来，蓬安厚植嘉陵江文化、相
如文化、爱情文化、农耕文化、古镇文
化、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群众文化等，
积极探索建立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文

化服务工作机制，打破以往公共文化服
务由政府大包大揽、公共文化机构包办
垄断的旧格局，形成了市场化配置公共
文化资源的新格局，实现政府由“办文
化”向“管文化”转变。该县还积极探索
政府、法人组织、社会团体“三驾马车”
联动服务机制，政府每年拿出资金用于
公共文化产品保障，法人组织、社会团
体拿出一定比例资金，共同打造公共文
化供给“蛋糕”。据统计，该县法人组织、
社会团体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是
政府提供产品的两倍多，公共文化多元
输送模式，实现了公共文化在内容、形
式及总量供给上的有机统一，供给总量
与百姓需求实现了完美结合。

同时，该县还创新文化惠民载体，
将公益性艺术基础培训作为一项基础
性、接地气的民心工程来打造，利用文化
馆为市民提供便利贴心的文化服务，免
费培训音乐、舞蹈、美术、戏曲、器乐等多
种艺术门类，开设古筝、二胡、钢琴、声
乐、书法、国画、戏曲等多种项目的免费
培训班，让历史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扬光
大，也让蓬安本土文化发展空前活跃。

彭圣洲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小星

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
“智慧帮扶”暖民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张瑞灵）“我
今年70岁了，只要还活着，我每天都要坚
持学习，靠自己勤劳致富。”阆中市东兴镇
宝安村3组牟万松在领取到四川省软件
行业协会捐赠的扶贫物资后激动的说。近
日，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软
协）携手20多家爱心企业走进宝安村开
展慰问活动，当天共捐出资金、物资共计
89900元。据悉，爱心企业将根据自身优势
为该村提供“智慧校园”“智慧党建”“电
商”等软件平台和技术服务。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在四川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的指导下，在全省 700 多家
省软协会员单位中发起的一次“智慧扶
贫”活动。活动现场，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软件与信息安全处处长李顺睿、阆
中市纪委驻市扶贫移民局纪检组长蒲波
讲话，省软协秘书长陈麟、四川久远银海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卒分别代表
协会和爱心企业发言。活动由阆中市东
兴镇党委书记李果主持。随后，爱心企业
纵横六合向东兴镇中心校捐赠“智慧校
园”“智慧党建”管理系统，网帮科技与宝
安村（脱贫奔康产业园）签订服务协议。

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前
沿信息技术，推行“互联网+精准扶贫”
模式，将救助性活动与开发式扶贫相结
合，旨在让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通过互联
网走出乡村，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眉山东坡区“黄金蜜柚”
唱响乡村振兴曲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记者 常
坚）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黄金蜜柚之
乡”东坡区盘鳌黄金蜜柚的宣传，提高盘
鳌蜜柚综合效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11月17日，“2018东坡区第五届盘鳌
黄金蜜柚品展会”在眉山万达广场举行，
与此同时，在黄金蜜柚的产地——眉山
市东坡区盘鳌乡还举行了 2018 年“柚
王”评选活动。

盘鳌乡地处眉山市西部边缘，是传
统的农业乡镇。上世纪 90年代初期，盘
鳌乡人均收入在全县垫底，为拓宽群众
收入来源，该乡党委政府组织群众前往
福建考察学习产业发展经验，率先引进

溪蜜柚，经过 20多年的发展，盘鳌乡
在 2012 年打造成为全国第二大蜜柚种
植基地，人均收入在辖区垫底的局面得
到彻底扭转，依靠种植蜜柚增加收入的
增收途径得到根本性保障。

据悉，此次品展会线下签订黄金蜜
柚订单200多万斤，单价达到每斤1.5元
以上，间接带动果农受益近千万元；线上
京东、甄新鲜电子商务等商城同步销售。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童
登俊 文/图）近日，中江挂面文化艺
术节在中江县杰兴镇挂面村启动。

走进挂面村，一排排长约 6米的
银丝挂面墙吸引了与会人员的注意：
和面、切条、盘条、上棍……一团团白
面在挂面师傅的手中由粗变细，韧劲
十足地自由变换，最终变成长约 6米
的空心银丝。

“以前只是听说过挂面村，今天

来看了之后，觉得很神奇，一切全靠
手工。而且今天是第一次来中江挂面
村，我觉得很有乡土人情味，希望以
后能经常过来。”来自浙江的舒纷纷
在看了中江挂面制作工艺后如是说。

启动仪式上，除了有精彩的文艺
演出外，还伴有富有当地特色的篝火
晚会，前来观礼的人可以吃一碗中江
挂面，一边欣赏歌舞，一边围着火炉
吃烧烤。同时，情景剧《面·镜》、歌舞

《一碗面 一座城》、歌舞《礼·面》用艺
术的形式展现了中江挂面的美感和
诗意。

据介绍，中江手工挂面发源于宋
代，至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在中
国诸多品种的手工挂面中，中江手工
挂面是制作工序最为复杂、耗时最长
之一。每一份正宗的中江手工挂面都
要历经和面、开条、盘条、发酵、抻条、
上竹、扑粉、晒面等18道纯手工工序。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夏青 记
者 林立）近日，峨眉山市政协主席周
健与峨眉籍乐山市政协委员一行20余
人，先后深入峨眉山市桂花桥镇庙稿
村、符溪镇友谊村、高桥镇寨子村等
地，对峨眉山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情况进行现场调研。

近年来，峨眉山市大力推进农业
转型，发展现代农业。去年，该市以茶
叶为主导产业，成功申报国家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其面积达 260平方公里，
涵盖符溪、双福、桂花桥、高桥等 16个
乡镇，涉及 133个行政村，将通过建设
一条 188公里长的产业长廊，将东部、
西北部、南部三大示范基地串联，形成
整体。

据介绍，该市将按照“一年有起
色、两年见成效、四年成体系”的总体
要求，建成要素高度聚集、设施装备先
进、生产方式绿色、经济效益显著、辐
射带动有力的峨眉山市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到2020年，将建成现代优质茶
原料生产基地30万亩。

调研中，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峨眉山
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相关情况介绍。
周健表示，希望各示范园要立足区位优
势、突出发展特色，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产业链条，助推峨眉山市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建设。同时，鼓励农业企业跳出
旧思维、打破常规，在智能化的农业科
技基础上，用工业的管理模式、旅游的
发展思路，逐步壮大现代农业产业。

乐山政协委员
为峨眉山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献智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程强 记
者 庄祥贵）11月 16日，由北京龙军影
视公司和汉源县盛祥文旅公司共同投
资拍摄的以“大美汉源·神秘古路”为
主题的影片《云上的彩虹》在汉源县举
行首映仪式。该片以汉源县古路村党
支部书记骆云莲为原型，以村子的变
化折射时代发展变迁，讲述了村支书

“骆碧云”放弃山下条件优越的工作，

返回故乡古路村带领村民悬崖凿路、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故事，全面展示
了汉源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经济社
会发展成效。

首映式上，汉源县委副书记、县长
郑朝彬说，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繁荣是
汉源县委、县政府的既定目标，此次拍
摄的《云上的彩虹》已初见成效。影片
拍摄花絮公开后，文艺爱好者们纷至

沓来，以绘画、摄影等作品持续宣传展
示古路村，古路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网红”，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汉源、了解汉源、来到汉源、爱上汉源。

据悉，首映仪式后，《云上的彩虹》
将在全国公开发行，并在电影频道和
全国农村数字院线放映，届时，古路村
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热情似火的民
族风情将被更多人知晓。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 （记者 侯
东 文/图）巨网捕捞、生态有机鱼市场
开市、头鱼拍卖、生态有机鱼烹饪、美
食品尝……11月 16日上午，2018四川
广元·亭子湖白龙湖生态有机鱼捕捞
节在昭化区虎跳镇嘉陵江亭子口湖畔
热闹开幕。

地处川陕甘结合部的广元市有中
国西部最大的两个淡水湖泊——白龙
湖、亭子湖。“两湖”覆盖 5 个县区、38
个乡镇，水域面积 188.8 平方公里，总
库容 67.7 亿立方米，出境断面水质分
别达到了国家 I类、Ⅱ类标准，在西南
首屈一指。为了有效利用“两湖”优良
水质、推动库区持续发展，广元市委、
市政府确立了“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经营”的发
展思路和“人放天养、自然生长”的发
展模式，开启了“两湖”生态有机鱼产
业发展全新时代。

新模式引领新发展。广元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冯安富说，通过两年多
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两湖”富硒富锌
生态有机渔产品逐步被市场认可，其
中花鲢、白鲢已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
证，进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高端卖
场。同时，“两湖”生态渔业的发展，也
带动了鱼苗养殖、成鱼加工、冷链物流

及康养旅游开发等产业链，让沿湖老
百姓从中找到持续稳定的就业岗位和
增收致富来源。未来，广元将以生态渔
业为支撑，带动发展种苗培育、休闲垂
钓、餐饮美食等直接配套产业和生态
农业、渔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康养旅游
等新业态新经济，持续推动“两湖”渔
旅文化和产业融合发展，将白龙湖亭
子湖建成中国西部最大生态有机鱼基
地、滨湖休闲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让

“两湖”移民群众更加充分地共享生态
渔业发展成果。

“发展生态渔业，昭化收获多多。
当前，渔业兴旺和群众富裕双赢局面
正加快形成。”昭化区委副书记、区长
龙兆学坦言，好水养好鱼，好鱼净好
水。未来，白龙湖、亭子湖定将谱写出
更加壮丽的绿色发展新篇章。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罗杰 记
者 何菊）为有效聚力脱贫攻坚，深入
推进工业产业扶贫，近年来，巴中市恩
阳区经信局坚持积极深入贯彻落实
省、市、区扶贫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探
索工业产业扶贫“三带动”，取得显著
成效。

探路“农产品加工业带动种养殖
业发展”。根据全区对食品饮料、生物
医药产业主导产业的定位，该局着力
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现已培育
好彩头食品、百顺药业等年产值超亿
元企业 5家，天果农业、绿阳科技等年
产值超 5000万元企业 10家，形成了以
芦笋、川明参、魔芋、莲藕为代表的食
品饮料产业和以道地中药材加工中药
饮片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全面带

动全区贫困村、贫困户发展芦笋、魔
芋、莲藕等特色种养殖业。截至目前，
全区共种植芦笋 5 万亩，中药材 3 万
亩，辣椒、魔芋、优质大米等特色种植
20万亩以上以及肉牛、肉羊、肉兔、野
猪等特色养殖50万头以上。

探路“工业企业培育带动贫困群
众就业”。利用现有优势产业，不断完
善柳林食品工业园基础配套，招引好
彩头食品、汇丰农业科技等具有发展
前景和辐射带动就业作用的工业项
目 8 个，三年来实施重点工业项目 50
余个。实行“政府搭台，企业主体，银
行主帮”，务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三年来共培育新升规企
业 20 家、小微企业 45 户、专精特新企
业 20户。鼓励劳动密集型及相关工业

企业优先聘用贫困群众，累计解决就
业岗位 2500 余人，其中贫困群众 500
余人。

探路“农企双赢机制带动贫困群
众增收”。依托区内丰富的农业资源禀
赋，积极支持胡婆婆食品、福佳食品、
龙头面业、天果农业等企业做大做强，
继续巩固脱贫增效，实现了 97个贫困
村一二产业融合带动全覆盖，共计流
转农户土地 1.8万亩以上，建高标准基
地 30个以上，并积极采取了“公司+基
地+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合作社+
贫困户”等模式，发展订单农业 3.5 万
亩，从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等
方面提供帮扶，让贫困户走上“带资入
股、带地合作、打工分红、自我创业”的
良性脱贫轨道。

把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厚植文化底蕴作为使命担当

蓬安争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巴中恩阳区探路“三带动”推进工业产业扶贫

“大美汉源·神秘古路”

影片《云上的彩虹》汉源首映
创新“人放天养、自然生长”发展模式

广元昭化开启“两湖”生态鱼业发展新时代

西充“银企”合作
为民企授信贷款6.1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李同周 记
者 李国富）记者从西充县政府获悉，日
前，“2018 年西充县银企对接交流座谈
会”召开，该县数十家企业与银行进行对
接交流，并成功签署金融合作协议。

在签约仪式上，来自西充的四川省
表方实业有限公司、四川九天真空科技
有限公司、四川天马山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四川迪朗科技有限公司 4家企业分
别与西充农商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共获得授信贷款 6.1亿元。

“对接是形式，互动是核心，共赢是
目的，今天大家畅所欲言，找准了问题，
提出了建议，形成了共识。”西充县委常
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向峰表示，此次把
企业、银行召集到一起旨在在银行与企
业之间搭建起一个交流合作平台，通过
该平台推动金融界、企业界面对面交流
沟通，进一步促进银企紧密合作、银政企
良性互动，实现全县企业和金融事业共
同繁荣。

巨网捕捞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 （记者
杨波）党员是政策宣传员，是新品种推
广的示范员，是农技培训讲解员，是农
产品销售的推销员。11 月 15 日，米易
县开展农村基层党建“项目拉练”，通
过现场学习、交流先进基层党建经验，
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助力乡村振兴。

垭口镇安全村党支部书记曾茂宏
年纪轻轻，大胆探索，带领全村土地集
约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精细化的现代
农业生产模式，农民增产增收，步入

“早春蔬菜增收入，康养旅游福农村”
的奔康之路。

党员邓开明是农业土专家，通过多
年技术研究与创新，使山药种植每亩产
值从 600元提高至 10000元，同时在二
半山区大面积推广，促进农民增收。

目前，安全村通过探索推行“支
部＋专合社十基地＋市场”模式，建成
稻一菜轮作标准化生产基地1900亩，山
药基地2600亩，实现农业产业化与标准
化有机结合，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15512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民标杆村。
丙谷镇雷窝村则通过抓党建服

务，提升农业化组织程度，促进乡村振
兴。该村通过专合组织，标准化育苗、
新品种试种，科学施肥、优质嫁接苗，
农民夜校培训、专家指导等，规模化种
植蔬菜，党员带头收购。去年，雷窝村
早春蔬菜收入每亩达到22568元，全村
仅早春蔬菜收入一项收入就达3134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558元。

撒莲镇禹王宫村探索“支部+基
地”模式，壮大集体经济。该村引进一米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阳光玫瑰葡萄
标准化种植示范园，公司除支付农民的
土地流转租金外，按每年每亩土地500
元标准定额返利，支持村集体经济。引
进缪氏庄园，创建特色品牌农庄，采取

“支部＋公司＋农户”的模式，根据占股
比例进行二次分配，保障集体经济收
入，扩宽农户增收渠道。目前，村集体经
济收入已达 3.3万元，预计年底收益 5
万余元，2020年达10万元左右。

米易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助力乡村振兴

犍为第三届柑橘文化
旅游节开幕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记者 蒋培
路）11月18日，“2018四川·犍为第三届柑
橘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犍为县中国橘子
小镇——金石井镇生态果林举行，现场近
8000人共同见证文化节的盛大开幕。

活动现场，精彩不断：村民自编自演
具有强大阵容的“金井战鼓”气势磅礴，
再现三国蜀风；多次荣登央视的巴蜀明
星张德高演绎“金石井的幸福耙耳朵”节
目笑翻全场……现场还举行了金石井柑
橘王鲜果采摘权现场公益义卖、书法作
品公益义卖，共义卖款项 9.6万元，善款
捐赠金石井孝善基金会。

近年来，犍为县坚持农旅融合发展，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率先进入四川
省首批乡村振兴规划试点县行列。据了
解，金石井柑橘2018年成功注册国家地
理标志集体商标，成立乐山市橘子小镇
种养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有 4个柑橘品
种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如今的金石井，柑
橘品种已有10多个，种植面积2.3万亩，
年产值近 3亿元，柑橘产业已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柱产业。

18道纯手工工序惊艳中江挂面文化艺术节

挂面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