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支持扶贫车间等就业载体发展

符合条件企业
最高可获贷款300万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易陟）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政策支持力
度助力脱贫攻坚的通知》，将支持扶贫车间、
社区工厂等就业载体发展，符合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政策规定的可给予不超过 300 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

根据该《通知》，我省主要从五个方面加大
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助力
脱贫增收。在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方面，鼓励各类
生产经营主体（含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长期稳
定就业，财政按 1000 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奖
补，吸纳 10人以上的再给予奖补；开展以工代
训的，按照200元/人·月给予最长不超过6个月
的职业培训补贴。

同时，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对经营性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组织贫困劳
动力到企业就业，并协助签订 1 年以上劳动
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的，按不低于 300 元/人
标准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贫困劳动力通
过有组织劳务输出到户籍所在县以外就业
的，给予不超过 300 元/人一次性求职创业补
贴。

在支持贫困劳动力自主创业方面，对首次
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
或个体工商户自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
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
人员，给予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在强化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和实施免费
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将对贫困劳动力给予相应
补贴。

滚滚长江，巍巍翠屏。
翠屏区，长江首城宜宾主城区，2009 年以

来，已连续9年位列全省县级经济综合评价十强
（简称“十强县”）。

县级经济综合评价，是对除成都市青羊区
等8个农业人口不足30%的县域以外，全省170
多个区市县最权威、最全面的经济发展情况综
合评价。在此前9年“十强县”榜单中，翠屏区从
2009年-2012年的第7位、2013年的第6位，降到
了2014年的第7位、2015年的第9位、2016年和
2017年的第10位，“十强县”殊荣岌岌可危。

“以超常举措，背水一战！”在翠屏区决策者
看来，守住“十强县”金字招牌，就必须比兄弟区
市县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更好。而这，也是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最佳答卷。

数字见证实绩。今年前三季度，翠屏区完成
GDP543.54亿元，总量居“十强县”第5位；增长
10.3%，增速不仅时隔5年同比重回两位数增长，
更在“十强县”中进入前三。

今年 10 月 8 日，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召开
全省“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总结座谈
会，会上，翠屏区作为全省183个县（区）唯一县
域经济代表，上台作汇报发言。据悉，近一两年
来，翠屏区先后在中、省作经验交流16次。

一个在区划调整后面临巨大困难的“十强
县”，为何频频以先进典型的身份，站到聚光灯下？

翠屏区委书记、宜宾国家级临港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曾从钦说，慢改变会死，不改变等死。
面对追兵和标兵带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全区
上下以“跳起摸高、跑起办事、奋勇争先”的精气
神，放开视野找差距，凝聚发展思想共识，瞄定
产业主攻放手大干，摸索实践路径，用心实做环
境改善，厚植发展新优势，着力推进构建多业共
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各项事业发展。

多点发力之下，翠屏区迅速扭转了排位下
降、增速不快等“慢发展”问题，在超常规、高质
量发展道路上奏响“翠屏音符”。

谋破“一酒独大”
构建多业共兴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是奠定翠屏区“十强县”身份的核心
支撑，以五粮液等为代表的传统优势行业领军
企业，贡献尤为突出。

同时，位于翠屏区宋家镇的四川长江工业
园，智能终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正在飞速
崛起。

截至 9月底，该园区已入驻华辉无人机、华
伟泰等 24户新兴产业企业，其中投产 15户，产

值达35亿元，同比增长60倍。
60倍增速，是最近一年多来，翠屏区放手大

干、着力培育新兴产业交出的抢眼成绩单。
长期以来，翠屏区综合实力虽然一直居川

南经济区各县（市、区）首位和全省十强，但产业
结构不优，五粮液“一酒独大”特征明显。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
世界。翠屏区多次组织干部北上京津冀，东进江
浙沪，南下桂广深，广开眼界。

“通过走出去学习，我们充分认识到发展不
足是翠屏最突出的问题；认识到长期以来‘一酒
独大、后续乏力’的产业结构问题，是翠屏由全
省‘十强县’第六位滑至第十位的深层原因；更
切身体会到‘抱着一瓶酒过日子’绝非长久之
计，‘两条腿’走路才能行稳致远。”曾从钦说。

为此，翠屏区委、区政府深入组织开展“万
人大学习、千人大讨论、千条好建议、百篇主课
题”实践活动，广泛凝聚起全区上下破除盆地意
识、破除路径依赖、破除转型犹豫的思想共识。

如火如荼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实践活
动，让翠屏区在反复审视自身优势与短板中，锁
定了新的产业主攻：聚焦智能终端、节能环保、

新材料和绿色食品精深加工、竹产业“3+2”产
业，努力以增量调结构，以创新促转型。

方向既定，放手大干。
翠屏区横下一条心，规划 200 平方公里土

地，整合 200亿元投资基金，义无反顾地投向新
兴产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仅四川长江工业园就
建成标准厂房58栋，企业几乎是“拎包入住”。今
年 1-9月，翠屏区智能终端产业实现产值 62.89
亿元，增长8.9倍。

同时，积极做优做强传统产业。全力服务五
粮液千亿工程，带动叙府、天乐、古叙等白酒企
业振兴发展，1-9月，翠屏区白酒产业实现产值
403.19亿元，增长10.9%。

此外，翠屏区还坚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
一起做，采取全产业链引进和专业化配套方式
推动产业发展，积极引导传统产业企业为新兴
产业做配套，努力实现“新产业带着老产业转、
老产业跟着新产业走”的“双轮协作”乘数效应。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交相辉映间，翠屏区
多业共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构建。力
争到 2021 年，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超 1260 亿
元，区属产业园区产值超 1000亿元；“3+2”产业

中，力争形成350亿元的智能终端产业、270亿元
的新材料产业、50亿元的节能环保产业和100亿
元的竹产业、50亿元的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

改革+政策+转型
聚力做强民营经济支撑

在“十强县”舞台上追赶跨越，离不开民营
经济这支强有力的生力军。

“先是总书记给我们吃了定心丸，11月20日
召开的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省委省
政府又大张旗鼓为我们站台，加之到翠屏区投
资后享受到的一系列贴心政策和服务，让我们
信心百倍。”宜宾领策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

领策电子，宜宾市电子商务产业园运营方。
该园区是翠屏区五大园区载体之一，在建设初
期，翠屏区在产业扶持政策中专门制定激励园区
基础建设、创业孵化、示范创建推进等条款，通过
整合科技、就业等部门产业政策资源，多渠道加
大资金扶持力度，弥补园区培育期造血功能不足
的短板，引导园区快速渡过培育期。（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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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业共兴 翠屏弄潮“十强县”舞台
□ 韦厚玲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波 侯云春 文/图

绿道在初冬薄雾霭霭的山林间蜿蜒，道旁
的一座欧式建筑，是四川成都彭州市宝山村村
民赵雷的家。“自从两年前将家中的 32间客房
改为民宿，我们的年收入增长了20余万元。”赵
雷说。

走进村中，全村 608 户村民的家或是中式
别墅，或是西派洋楼，无不显示着这里村民的富
足。自上世纪 70年代起，宝山村从一把锄头干
起，经过 40余年的艰苦奋斗，把“人穷心散”的
山村建设成了拥有固定资产106亿元的集团公
司、村民人均收入超 6.6万元的“西部山区第一
村”。

第一次“探宝”：改荒山造田断穷根

“宝山，有宝才是宝山。”但在村民鲁先让的
回忆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宝山村却穷得家家
吃不饱、户户穿不暖，“最穷的第一生产队人均
口粮只有71斤，每年全村要靠国家供应返销粮
18万斤，才能维持半饥半饱”。

而就在村民饿得肚子难受、心里委屈时，
1966年，31岁的贾正方因工伤致残提前退休，
回到了家乡宝山村。

由于左眼被炸伤又经历复发，贾正方的左
眼视力仅剩 0.02，但贾正方有着一颗带领村民
告别贫困的“明心”，他把让最穷第一生产队吃
上饱饭当成了回乡后的第一件事。

“回来时，党组织送了我一把锄头，我想这
不就是要让我挖断家乡的穷根嘛。”带头进沟开
荒、改土造田，贾正方和村民一起把遍地荨麻、
荆棘的荒坡改成了梯田。一年下来，第一生产队
粮食产量便从1万多斤变为6万多斤，村民们不
仅吃上了饱饭，还有了余粮。

1971年，贾正方当选为宝山村党支部副书
记。“大干十来年，坡地全改完。梯田两千亩，粮
食二百万……”上任后，贾正方为村里拟下了解
决温饱的“90字方针”，而这90个字在宝山村不

久便一一实现了。
到 1978年，宝山村在大山中开出了 715亩

高产梯田，粮食总产量从 23万斤增加到了 130
多万斤，人均口粮超过 450 斤。吃上饱饭的村
民，还把粮食转卖给或借给周边缺粮的村。

祖祖辈辈挨饿的穷根，终于在宝山村彻底
断掉了。

第二次“探宝”：向群山大河要产业

解决了温饱，却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背靠
龙门山的宝山村，地处海拔1050米至4300米的
高山河谷，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58亩，全村90%
以上都是荒山野岭。“只靠农业，恐怕永远也富
不起来。”1978年，贾正方决定“靠山吃山”，发
展副业。

而在当时的宝山村，九成多村民是没有技
术更没有资金的老实农民，经过商议，宝山村决
定：走出一条发展集体经济并最终实现共同富
裕的道路。

路怎么走？宝山村小伙子们首先走进了深
山。烧石灰、采硫磺、挖煤矿……用一个冬天挣
下了 1600元，并用 1600元起家，在曾让贾正方
致残的马 岭开了铜矿。“铜矿 3 年盈利 50 多
万元，让我坚信要致富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
贾正方说。

除了矿产丰富，宝山村还有丰富的水能资
源。1980年，宝山村投资的宝山水电站投产，让
煤油灯退出了宝山村。“发电那天，全村放鞭炮
欢庆，家家户户晚上坐在一起看屋顶的电灯
泡。”鲁先让回忆道。

这座 100 千瓦的水电站，不仅供应了宝山
村，还通过向外供电给村里带来了每年几万元
的收入。贾正方发现，水电是宝山取之不竭的

“摇钱树”。如今，宝山村已经在当地和四川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拥有17座水电站，总装机
容量达45万千瓦。

1994 年，宝山村成立宝山企业集团公司，
贾正方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曾经为一顿饱
饭发愁的宝山村，也成了拥有复合肥厂、选矿
厂、水电站等企业的工业化村庄，当年工农业总
产值超过1亿元。

截至2017年底，宝山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下
属 26家企业、固定资产总值 106亿元的现代化
股份集团公司，而通过在集团中工作、分红等方
式，宝山村村民每年人均收入达66531元。

第三次“探宝”：问绿水青山要未来

宝山多宝。1996 年，宝山村认准了生态旅
游是未来的新兴产业，投入4500万元开发回龙
沟生态旅游风景区，开始了转型发展旅游的道
路。

1999 年，宝山村又开发了地热温泉资源。
为了发展旅游，宝山村调整产业结构，关停了村
里的化工厂和建材厂等高污染企业，把生态作
为对接市场未来需求的法宝。

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中，宝山村遭受重
大损失，全村倒塌房屋 7078间，54人遇难，7个
企业无法恢复，经济损失达 27.8亿元。“翻开本
子，村里还有近1亿元资金，我们拿出4000万元
建房、5000万元恢复生产。”贾正方介绍，经过3
年灾后重建，宝山村再次浴火重生。

“重建时村里告诉我们要把未来发展考虑
进去，村里可以为村民规划设计重建方案。”赵
雷告诉记者，正是重建中对建设的重视，给他一
家打下了发展旅游的基础。现在，宝山村已有乡
村民宿、农家乐 363 家，2017 年接待游客 111.1
万人次，实现收入8000余万元。

“走过40年风雨的宝山村才刚刚起步。”已
经83岁的贾正方仍在思考宝山村的未来，乡村
文创、森林康养、现代农业等产业将为宝山村的
年轻一代开拓更宽广的空间。

（新华社记者 李力可）

宝山村的三次“探宝”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省生态环境厅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

今年污染天气一定少于去年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魏雯静）昨日，四

川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其组建以来的首场新闻发
布会，解读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并介绍了具体落实举措。在谈到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时，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表示：“可以
肯定地告诉大家，今年一定比去年更好，一定比
去年的污染天数更少，持续污染时长更短。”

“打赢四川的蓝天保卫战，关键还是在夏季
治臭氧和冬季治PM2.5。”于会文说，近两年来，
成都平原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列为全省环保

“一号工程”，通过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监督，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等行动，2017 年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创五年来最好水平。

今年，四川继续坚守大气质量“只能变好、
不能变差”的底线，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实现了
全省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改善。从数据上看，
今年 1-11 月，全省 PM10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4.7%；未达标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7.4%；优良天数率85.3%，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

在打赢碧水保卫战方面，过去几年，全省上
下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为十大流域治理
量身定制了“一河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组织
实施了17条小流域污染防治方案。同时加快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强化重点
流域水环境整治。据了解，截至11月28日，全省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249个环境问题整治
已全部完成，走在全国前列，沱江更是创下了近
10年来最好水质。

于会文表示，大气污染治理有其长期性、
艰巨性、复杂性和系统性，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四川将继续把成都平原大气污染
治理作为全省环保“一号工程”，真正让“成都
蓝”更多，让“四川蓝”常在。

这些是四川旅游新标杆！

2018四川十大特色
旅游品牌出炉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魏冰倩 程磊）12
月 5日-8日，第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大会
暨中国·大熊猫文化联盟成立大会在雅安举行。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2018 四川十大
特色旅游品牌”网络评选结果最终揭晓。

据悉，该评选涉及十大类别，包括赏花旅
游目的地、避暑旅游目的地、红叶旅游目的地、
冰雪旅游目的地、温泉旅游目的地、亲子旅游
目的地、阳光旅游目的地、康养旅游目的地、特
色乡村民宿、特色旅游商品。雅安碧峰峡、巴中
光雾山、甘孜海螺沟、宜宾蜀南竹海等景区榜
上有名。

参与此次网络评选的旅游品牌名单由 21
个市（州）旅游协会推荐构成，评选结果由网
友票选和专家评审推荐决议而定。网络投票
自 11 月 5 日启动，持续至 16 日，共收到 1050
万次投票。专家评审会于 11 月 19 日在成都举
行，评审团充分参考网友意见，以够“靓”、够

“独”、够“硬”、够“暖”、够“赞”为标准，最终评
选出十大类 100项“2018四川十大特色旅游品
牌”。

本次活动由四川省旅游协会、旅游新媒体
营销联盟主办，旨在借助新媒体平台展示各地
特色旅游产品，提升四川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加快推进旅游经济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目
的地建设。

成雅铁路年底开通
明年1月5日起每天10对动车

四川经济日报讯 年底前，成雅铁路将正
式开通，雅安将首次迎来动车。昨日，中国铁路
总公司官方微信“中国铁路”透露了这一消息。

据中国铁路官微消息，2018 年底，10 条新
线即将开通运营，其中就有成都至雅安铁路。随
着该铁路的开行，雅安也将首次迎来动车。

同时，2019年 1月 5日 0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根据新图，成都至雅安铁
路安排动车组列车日常线10对、周末线3对、高
峰线2对。具体开行时间，铁路部门将及时向社
会公布。

成都至雅安铁路分为成都至朝阳湖段、朝
阳湖至雅安段。其中，成朝段设计时速 200 公
里，为客运专线;朝雅段设计时速160公里，客货
双行，是川藏铁路的起点。虽然朝雅段并非客运
专线，但从兰渝等铁路线的运行来看，同样可以
开行动车。

此前，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消
息，成雅铁路成朝段已于11月12日开始运行试
验，朝雅段已开始动态验收，两段有望同步开通
投用。

成雅铁路的开通，将填补川西地区的铁路
网空白区域，对改善区域交通环境，激活沿线丰
富的旅游资源，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客
货运输交流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邛崃、温江、
崇州、大邑、蒲江、雅安等多地也将结束不通动
车的历史，形成与成都连接的“一小时”交通圈。

（王眉灵）

翠屏区·四川长江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