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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打造绿色洪雅

洪雅县青衣江北部丘陵地带的中山
乡前锋村，村子周边 7000多亩茶叶基地
中，有 3000亩分别通过了中国、欧盟、日
本、美国的有机认证。前锋村是洪雅县农
业生态打底，坚持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洪雅县东岳镇八面村灵全家庭林
场，林场主人白灵全告诉记者，目前，该
林场已流转 2400亩山地进行植树造林，
累计投入 700多万元。这片林子里的树，
最早的已经栽下10年，最晚的也有6年。
灵全家庭林场的变化，是洪雅人久久为
功、改善生态的真实写照。

罗述勇是洪雅县柳江镇人，2015年，
他来到洪雅县中保镇种养循环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承包了 200 余亩农田种植蔬
菜。“用沼液施肥非常方便，而且基本可
以不施化肥，种出来的蔬菜品质好，卖得
起价钱。”罗述勇说。该园区在 2014年建
设之初，投资 2400 余万元，铺设管道近
150公里，实现沼液管道全覆盖。“园区内
每隔 50 米便设有一个有机肥沼液输送
管道接口，以全密闭、全运行的方式从牧

场直接送到田间地头，农民可以随时取
用，真正实现‘畜—沼—田’循环综合利
用。”罗述勇介绍说。

通过种养循环发展，该园区在畜禽
养殖粪污利用上找到了一条绿色发展的
好路子，不仅解决了粪便污染问题，还促
进农业绿色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目前，
全镇种养循环每年可消纳沼液 12万吨，
种养循环园区基本实现了化肥零施用，
每亩农田可直接节约化肥和劳动力成本
280元，而沼液、有机肥的使用，还改善了
耕地肥力，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每
亩还能增收 300元左右。”中保镇镇长苏
洪说。

作为生态农业大县，洪雅茶叶、奶
牛、林竹、藤椒四大特色农产业均领跑全
省第一方阵。目前洪雅有茶叶面积 28万
亩，建成省级万亩茶叶核心示范区 6个、
有机茶基地 7800亩；奶牛存栏 3.5万头，
建成有机奶牛养殖基地 1 个，其中四川
新希望乳业阳坪分公司建设有机纯牛奶
生产线一条，年产有机奶达 1000 吨；林
竹面积 205万亩；藤椒 3万亩，建成有机
藤椒种植基地 5000亩。全县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占耕地

总面积的62.8%，创建无公害、绿色、有机
食品标志产品63个，13家企业35个产品
获得有机产品认证，有机茶等有机产品
远销欧盟、日本。

环保型工业让城市的肺更加健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洪雅县近年
来不断加快建设生态工业示范区的步
伐，以建设省级工业园区为载体，抢抓全
国第二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机遇做
强生态养生食品、智能终端电子、电力直
供区精密机械三大生态工业产业区。

幺麻子食品有限公司是洪雅县生态
食品加工的主力军，生产的藤椒油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并且是肯德基、海底捞、
俏江南等知名餐饮企业的供应商。

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竹元
科技有限公司是洪雅县循环工业的佼佼
者。凯迪生物质发电厂通过收购农、林废
弃物（如树枝、秸秆等），变废为宝，燃烧
生物质燃料，产生蒸汽，实现发电，还收
购和使用垃圾作为燃料。同时，电厂还加
装了布袋除尘器、脱硫脱硝设备、24小时
在线烟气监测系统、包裹管道设备、建隔

音墙等设施和设备，省市县在线监测，各
项排放达标。2017年，公司收购农林废弃
物 29 万吨，收购燃料惠及农村、农民
9000余户 8008万元。发电量 1.93亿千瓦
时，营业收入1.32亿元。竹钢是洪雅竹元
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该公司生产
的产品是一种高强度竹基纤维复合材
料，具有高强度、高耐候等特点，洪雅竹
元科技有限公司掌握了这一技术，从事
高性能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的研发生产，
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生产高强度
竹基纤维复合材料的公司之一。由于洪
雅慈竹资源丰富、品质又好，竹元科技公
司以高于市场近一倍的价格收购，在给
竹农带来更多收益的同时，公司效益明
显增加。仅 2017 年，公司就收购慈竹原
料 4000吨，而生产的“竹钢”产值也达到
2000万元。

为了打造生态大县，洪雅重拳治污
呈现常态化，坚决关停污染企业，坚决不
上污染项目，可以慢发展，绝不乱发展。
近 5 年，先后拒绝不符合生态建设规划
的项目58个，关闭污染企业49家。

洪雅青衣江元明粉有限公司是环保
治理的典范。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主要从事芒硝矿开采及元明粉生产、
加工、销售，职工 1100余名，年产元明粉
100 万吨，销售收入 5 亿元，入库税收
3000万。公司以前在洪雅有新旧两个厂
区，采用热电联产多效蒸发生产工艺，分
别配置了 75蒸吨/小时的燃煤锅炉各一
台，全年运行 330天，每天耗煤量 720吨
左右，年耗煤量 23.76万吨。在实施电能
替代改造后，实现了大气污染物零排放，
每年还较之前使用煤炭成本节约 1000
余万元。

负氧离子全程陪伴的康养之旅

洪雅，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 71%，地
表水质量达国家二类水质标准。乐雅高
速、遂洪高速横贯全境，大峨眉国际旅游
西环线洪雅至柳江段建成，属“成都 1小
时经济圈”、大峨眉国际旅游核心区。境
内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其中七里坪度
假区和瓦屋山景区负氧离子高达3万-8
万个/立方厘米。

康养时代来临，洪雅县作为国家级
生态县、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示范
县、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县、全国森
林旅游示范县、全国仅 19 个的首届“中

国生态文明奖”获得县、四川省十大生
态宜居县城试点，其品牌集聚效应正愈
发凸显。

据了解，洪雅县在全省率先设立“健
康产业办公室”，成立健康产业推进领导
小组，加强健康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该
县健康产业得到有序稳步推进。针对全
省乃至全国对健康产业范围、分类还不
明确的现状，洪雅县结合实际分类设置
了康养旅游、健康养老、健康医疗服务、
健康运动、健康食药材种植、健康食药加
工、健康养生文化等七个健康产业发展
行动组，明确各健康产业发展行动组牵
头部门及负责人和相关领域。

洪雅作为主打康养旅游的森林大
县，“森林康养”成为该县在发展旅游产
业上的最大优势与潜力。该县坐拥 2 万
余亩森林，空气中的负氧离子浓度高达
国家 1级标准。近年来，康养旅游已成为
洪雅发展的绿色新引擎。2017年，该县游
客接待量较上年同比增长 16.75%；实现
康养旅游收入达 76.5亿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 18.6%；全县 720家乡村酒店共实现
康养旅游收入13亿元。

2018年 9月 14日，“2018中国眉山·
洪雅·峨眉半山七里坪第四届国际抗衰
老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在洪雅七里坪启
幕，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等国家与地区的 600 余名国内外专
家、学者、企业家汇聚一堂，共话抗衰老。

大会举办地洪雅县峨眉半山七里坪
抗衰老健康产业试验区，是首届国际抗
衰老健康产业发展大会确立的论坛永久
会址。该试验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国际合作中心于2015年1月正式授牌成
立，是中国首例国际抗衰老健康产业试
验区。“要想身体好，常往洪雅跑。”这句
响彻巴蜀的话语，已经成为洪雅的另一
张名片。

从生态农业到绿色工业到康养旅
游，绿色、生态、健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向全世界展示着洪雅的魅力，眉山
市委四届十一次全会提出构建“三区协
同、竞相发展”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建设
国际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是洪雅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最佳路径，
强化高端、突出国际、壮大绿色产业是推
动洪雅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相
信，洪雅县在眉山市打造“环成都经济圈
开放发展示范市”的过程中势必迸发出
璀璨的光芒。

绿色动力添彩洪雅经济
□ 常坚

洪雅县地处眉山西南，生态环
境得天独厚，是国家级生态县、全
省旅游强县，荣获全省唯一、全国
仅 19 个的首届中国生态文明奖，
承载着眉山绿色发展的希望，也是
南部区域做美一片的主力军和领
头羊，承担着打造天府花园的重
任。

前段时间，眉山市委四届十一
次全会明确提出支持洪雅县建设
国际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坐拥得
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的洪雅县，
如何在南部区域做美一片中发挥
好自己的作用？又将如何建设国际
化的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呢？

瓦屋山

生态“茶果”园

洪雅用慈竹建造的酒店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陈荣 记者
毛春燕 李弘）近日，记者从威远县投促
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威远县主动融入
全省“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
格局，立足威远比较优势，努力深化同
成都地区的对接、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深入推进区域合作。结合威远产业
规划布局，主动融入天府新区一体化发
展和环成都经济圈建设，组建招商小分

队，积极开展企业筛选摸排工作，强化项
目对接洽谈，重点承接适合在威远发展
的项目（企业）。今年以来，四川达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新建的环保型多层实
木新材料项目、四川鑫绿蓉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新建的威远林山中药材种植
加工项目等一批项目已成功落户该县。

积极开展项目对接。截至目前，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队，先后赴成都地

区开展投资促进活动20余次，实地拜访
了川大农产品研究院、万城智慧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绿地集团西南总部等多家
知名企业（院校），就农产品校地产学研合
作项目、能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威远绿
地城项目等项目合作相关事宜进行对接
洽谈，力争促成一批项目年内签约。

充分利用活动平台。积极邀请客商
参加在成都市举办的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第十七届西博会等省级重大投资
促进活动，借助活动平台，大力推介威
远。今年，威远县在省级活动平台成功
签订新建页岩气钻井顶驱 4S 店项目、
威页13#等10个平台建设项目，中联影
视 IMAX文化产业民生建设项目、万汇
国际商品博览城项目等 9个项目，协议
投资总额约80亿元。

认真落实跟踪服务。认真落实项目推

进“清单制+责任制”，明确重点项目牵头
县领导、责任单位、协办单位和推进时间，
落实县级领导联系重点招商引资企业（项
目）“一对一”服务制度，有序推进项目建
设。同时，进一步强化各职能部门之间的
协调配合，针对投资促进工作的“痛点”

“难点”，完善服务外来投资企业的各类制
度，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着力解
决企业在生产、发展中的难题。

近年来，仁寿县按照
“全域化、排放零污染”的
标准，持续投入资金 22.5
亿元用于 98 座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目前，
该县首批 41 座乡镇生活
污水处理厂部分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到明年底全县
将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全域
化。图为新建成并投入使
用的仁寿县龙正镇生活污
水处理厂。

潘建勇 四川经济日
报记者 常坚 摄影报道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马忠剑 记
者 毛春燕 李弘）记者日前从内江市邮政
管理局获悉，今年“双十一”期间（11月11
日—14日），内江市邮政行业邮（快）件派
件量达到1137102件，同比增长66.42%。

11月15日，记者走进中通快递内江
分拨中心看到，数十名快递小哥正加班
加点，对数以万计的快递包裹进行分拣
运输。据快递员刘世帮介绍，“双十一”期
间他平均每天要送300多个包裹，高峰
期估计会持续到本月25日。

为做好“双十一”期间邮政快递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自10月8日起至12月底，内

江市邮政管理局将集中3个月的时间，
重点对企业“三项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并结合寄递渠道涉枪涉爆隐患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快递市场清理整顿专项
行动、禁毒、“扫黄打非”等工作，对企业
安全生产、经营许可、服务质量、市场秩
序等内容开展全面检查。

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还介绍，
目前，全市共配备安检机31台，企业分
支机构签订委托安检协议 39份，实现
了全市寄递企业安检全覆盖。同时，全
面落实收寄验视制度和实名收寄制
度。截至目前，内江市快递实名收寄率
超过99%。

广安烟草携手交警
开展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行业
驾驶员安全、文明、守法交通意识，11月13
日，广安烟草邀请市交警一大队警官何强为
112名驾驶员上了一堂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中，何警官围绕广安市近年来的
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和常见的交通违法行
为成因进行深刻分析，通过数据、图片、视
频还原事故现场，深入浅出地讲解交通法
律法规，以惨痛的事故案例、触目惊心的
事实，让驾驶员充分认识到违法违规交通
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针对冬季
安全行车特点，讲解了车辆、道路的常见
情况和驾驶员容易出现的不良心理以及
预防措施，向驾驶员敲响交通安全警钟，
有效增强了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

讲座结束后，针对培训内容，组织参
训驾驶员进行笔试，合格率达到100%。

（乐曲）

合江县虎头镇
农民夜校中心校高效运行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解决当前“农民
夜校”办学过程中资金短缺、农民参与积极
性不高等问题，近日，合江县虎头镇党委经
过认真分析研判，有效整合资源，成立农民
夜校中心校，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效整合资金资源。以往夜校资金
分散管理，聘请讲师、举办活动等资金短
缺，无法推动夜校升级发展。虎头镇将各
村夜校创办经费进行整合，避免资金短
缺限制，整合资金为夜校创办提供更多
更好的硬件软件支持，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现“1+1＞2”的效应。

有效整合讲师资源。以往夜校讲师多
以本土讲师为主，专业水平较低，思想站位
不够高，且呈现“一师多讲”的现象。虎头镇
农民夜校中心校成立以来，一改以往教师
重复授课，让师资配置跨横向领域、朝纵向
深度延伸，全力提高农民夜校教学质量。

有效整合学生资源。以往夜校分村，
资源有限，课堂多以“粗放填鸭式”开展，
农民夜校中心校成立以来，虎头镇党委
组织各村驻村干部、网格员对 8个村村
民基本情况按年龄、知识程度、内容偏好
进行分类，设计个性化课程，因材施教，
全面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提高夜校教
学成果。 （李文珊 杨池能）

四川经济日报讯（傅铮 记者 唐千
惠）宜宾市江安县水清镇位于“万里长
江第一县”江安县北部，这里不仅区位
优势明显，还物产丰美，资源富庶。依
托各类资源，水清镇当前正用“四个
一”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推进一批建设项目。立足小镇定
位，突出小镇特色，科学编制小镇规
划。对场镇总规、控规进行科学修编，
投入近 2000万元资金，强力推进创业
大道北延、水井街、建材街老旧街面整
治、幸福路改造等重点工程建设，场镇
发展格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完善，环镇
公路 ppp项目、场镇商贸综合体、向家
坝北干渠前期踏勘等重点项目推进顺

利，场镇发展后劲得到有效夯实
发展一批特色农业。坚持以“一核

两廊”布局为发展基调，在板栗、土桥、
团结等 5 个村 23 个组整体流转土地
2000 余亩用于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代
湾、金山洞等村通过对外引资600余万
成片种植沃柑、春见等名优小水果500
余亩、新品种花椒2000余亩。团结劲松
蛋鸡养殖场二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鸡蛋 20万只，年产
值达2000万元以上。板栗鸭嘴鲟、代湾
黑山羊、葛滕湾土鸡等特色养殖产业
加快形成，“一村一品”格局初步呈现。

培育一批现代企业。依托本地建材陶
瓷批销产业基础，引导曹建材、谭建材等

本土知名企业做大做强，水清建材品牌进
一步打响，商品销售辐射周边4市、30余区
县、200余乡镇，带动就业1500余人。招商
引资实现新突破，蜀南物流、金安玩具、恒
源美服装等传统企业强势崛起，实现出口
创汇近2万美元，打入东南亚及欧美市场。

打造一个精品长廊。充分发挥区
位特色优势，借助全省首批“百镇建设
试点”行动镇和建设四川特色小镇契
机，积极发展建材陶瓷、家居灯饰、餐
饮美食、生态文旅为主的四张文化名
片，高标准推进餐饮特色美食街建设。
吸纳9家特色餐饮企业入驻，场镇商气
人气进一步浓厚，筹划举办首届建材
美食节，助力水清特色品牌强势崛起。

四川经济日报讯 按照全国职业
院校“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德职教
行”活动组委会活动方案，四川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奋进新时代 中华传统美
德天府职教行”活动于11月12日在该
校无镜湖广场启动。

启动仪式上，各学生社团表演了
关于传统文化的节目。首先，星辰文
学社为大家朗诵了荀子《劝学》，读千
古美文，同经典相伴，诵中华诗词，与
圣贤同行。芄兰汉文社的同学们带来
的古风走秀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帷幕，
他们穿着中国传统服装，佩戴传统首
饰，向大家展现了古代着装之美。最

后是书法协会现场进行书法展示，墨
笔挥洒自信，画笔点缀芬芳，写出中
华传统文化的翩翩风采，体现中华传
统之美。

据悉，本次以“传承中华传统美
德，弘扬职教新风尚”为主题的“中华
传统美德天府职教行”活动中，四川工
商职院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举行高雅
艺术进校园“无境湖之夜”音乐会、“运
动与健美”展演、“传播礼仪文化，展
现学子风采”形象赛、“爱岗敬业，铸就
美好人生”演讲会、“传承鲁班文化，弘
扬工匠精神”技能赛、经典诵读、传统
文化讲座等9项活动。（王磊 孙韩林）

威远与成都推进对接合作成效凸显

四川工商职院举行
“奋进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天府职教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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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县水清镇“四个一”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仁寿：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全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