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编辑 沈群 美编 刘盼 校对 胡玉萍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区域新闻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四川经济日报讯（杨毅 记者 庄媛）
记者近日从红原县委宣传部获悉，2018
年是绵阳市帮扶红原县的第七个年头。
这一年，绵阳市创新开展“七心”工作
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发力、精
准施策，援建工作卓有成效。

项目帮扶“倾匠心”，尽“绵阳全
力”。绵阳坚持援建项目“攀高线”“到一
线”“守底线”。所涉 8 个援建项目已完
成 7 个，剩余 1 个纳入 2019 年续建项
目。计划投资 2780万元，资金到位率达
100%；拨付资金 2343.2万元，资金拨付
率达84.3%。

教卫帮扶“持恒心”，助“未来潜
力”。绵阳派遣援藏教师、对口支教教师

各 20 人前往红原执教，这些教师任课
的班级平均成绩均高于其他班级。完成
帮扶地两所中小学校与受扶地两所中
小学校结对共建。投资 10 万元提升改
造两所幼儿园。在卫生扶贫中，通过义
诊、互访交流、培训进修、远程技术指导
等形式对口帮扶红原县，2018年开展义
诊6次，惠及群众300余人次。投资完成
两个乡镇卫生院和两个村卫生室的硬
件达标建设。帮助红原全县干部职工首
次实现就地体检，体检人数超过 3000
人。

产业帮扶“勤用心”，增“发展实
力”。投资 50万元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
程建设项目，建成红原旅游“厕所革命”

样板工程、示范工程。实施农牧民标准
化售奶设施设备采购项目。帮助发展当
地蒲公英茶产业，组织绵阳高水蔬菜批
发市场常年收购红原的青笋、芹菜等蔬
菜。促成农科院与县科知局联合申报农
业部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重大征
集项目两项，申报和储备省州科技项目
11项。

就业帮扶“齐关心”，添“脱贫动
力”。开展实用技能培训 4期，免费培训
红原合作社、旅游、宾馆、管理人才 200
人。鼓励和引导红原籍高校毕业生在绵
创业，提供就业岗位 130 个，帮助转移
就业 50 人。实施残疾人手工业社建设
项目，对康复室及其他附属设施进行维

修改建，有效助力残疾人自强就业。
智力帮扶“尽全心”，强“本土才

力”。安排 155 万专项资金用于藏区干
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开展培训班27
期，培训干部、人才共计 1821 人次，安
排 14名红原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经营
管理者前往绵阳挂职锻炼，安排 64 名
绵阳党政干部和专业人才到红原县相
关部门任职，帮助红原县举办年轻干部
递进培养班，出资邀请红原干部赴浙江
大学培训。开通“情结红原”专栏，宣传
援藏工作，推荐藏区文化，开辟文化传
播平台。

社会帮扶“显爱心”，聚“扶贫合
力”。扎实开展“春风、夏雨、金秋、暖冬”

行动，组织群团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开展扶贫济困、奉献爱心 14次。组织
引导在绵企业、商会与红原县贫困村建
立对接关系，参与红原县贫困村产业开
发，通过社会帮扶，让更多项目惠及贫
困村和贫困户。

党建帮扶“增信心”，提“组织引
力”。认真落实绵阳基层党建“3+2”书
记项目，助力红原“三地一时代”建设。
实施示范性带动工程，培树“一批典
型”。1 名援藏干部被真诚挽留留任一
年，2名支教、援藏教师主动申请留在红
原工作，6名队员被受援地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帮助县疾控中心成功创建“二
级乙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德阳罗江区大力推进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四川经济日报讯(佘国强 记者 钟正
有)3 月 12 日，德阳罗江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江涛受区长邹远骏委托，组织区
财政、发改、经信、自然资源、税务、万安
镇、检察院、金南公司等部门、乡镇以及
国有企业等责任单位负责人召开会议，
对 2018 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进
行部署。

会上，区审计局就 2018年审计发现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2018年该区
审计发现问题共 184 个，一次整改完成
率达 58.7%。区审计局通过向问题整改
单位列出台账清单的方式，明确了整改
要求和时限，同时还对突出问题产生的
原因进行了分析。

各责任单位对持续整改和未落实整
改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确定了整改措施
和整改时限。会上，区纪委、区委组织部
分管领导表示，下一步，区纪委、区委组
织部将进一步促进问责事项落实和审计
问题整改。

江涛强调，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是强
化审计监督、落实巡察工作的重要措施，
是促进相关部门、单位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规范财经管理，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健
康发展，确保区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落实到位的重要环节。要用好审计整改

“台账”，按时按期按要求落实整改事项。
整改情况要向区委审计委员会、区人大
常委会、区政府进行专题报告。

广汉召开建筑领域
安全生产工作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近
日，广汉市安办、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全市
建筑领域2019年安全生产工作会。广汉
市安办、市目督办、市应急管理局、市住
建局等有关领导和全市施工企业、项目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住建局对近期建筑领域发
生的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了通报，并对
2019 年建筑领域生产安全管理提出了
具体要求。

市安办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郑
杨国强调，要强化敬畏生命、积善行德的
理念；建筑企业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要依法依规加强现场施工安全
管理、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

四川经济日报讯（文刚 记者 钟
正有）为落实 2 月 26 日德阳市安办组
织召开的危化（液化气）充装企业专
项整治会议精神，深刻吸取绵竹市飞
虎液化气公司“2·23”火灾事故教训，
确保广汉市危化（液化气）充装企业
生产安全稳定，近日，广汉市安办组
织市应急管理局、住建局、市场监管
局等，对辖区 8 家危化（液化气）充装
企业进行拉网式联合检查。

针对本次检查发现的 23 个安全
隐患，市安办要求，危化（液化气）企
业主要负责人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
进行闭环整改，主管部门也要持续跟
进督导，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进一步
落实企业风险应急防范主体责任，强
化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加强应急物资
储备，配套建设应急设施。

同时，市安办督促危化（液化气）
企业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技术规程和
工艺要求，加强对生产储存充装设施
的监控，确保防雷、防静电措施落实

到位。
加强生产装置的运行维护，及时

更换、维护腐蚀严重的储罐、管道、法
兰和设备等，防止跑、冒、滴、漏现象
发生。

配足配齐救援物资和装备，并确
保其随时处于完好可用状态。按照
2019 年演练计划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并完善“五
本一册”应急救援本。

严格按照有关规范和标准要求，
定期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设
施进行防雷、防静电、可燃气体报警
器检测，确保防雷、防静电设施和可
燃气体报警器完好有效。

妥善保管有毒化学品和遇水发
生化学反应的物质（电石等），不得
将其放在潮湿、透水和存在屋面渗
漏现象的库房;对遇湿或高温容易
分解出易燃、有毒气体的原材料和
产品，要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水、防
潮、降温措施，确保危化（液化气）充
装企业生产安全稳定。

绵竹市财政局加强
机构改革期间国有资产管理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绵
竹市财政局在机构改革过程中，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机构改革平稳
推进，确保国有资产安全过渡、有序交
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切实抓好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绵竹市财政局要求各涉
改单位要始终把纪律意识挺在前面，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守纪律促改革，严格
按程序、按规定管理好本部门的国有资
产。严格划转程序，按照纪律要求，对国
有资产进行交接和划转。

重点加强对易流失、易丢失的国有
资产管理。坚决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
趁机构改革浑水摸鱼，私分、转让、转借、
调换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
丢失。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全面筑牢国有
资产防护网。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牢固树
立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积极作为，无论
改革后身处哪个岗位，在没有交接前，始
终要对原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负全部责
任。建立清单化管理，各单位在机构改革
前，要对所管辖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逐
项登记造册，并上报相关监管部门和纪
检部门备案。

中江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工会主席宣讲活动动员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记
者从中江县总工会获悉，为进一步提高
工会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中江县工会系统 2019 年度业务培训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工会主席宣讲活
动动员会近日举行。中江县总工会党组
书记、副主席廖大学出席会议并讲话。来
自全县各乡镇、系统、基层工会的业务人
员共13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回顾了 2018 年工会工作
开展情况，就工会经费管理使用、困难职
工解困脱困、会员普惠性服务等重点工
作进行了介绍，并安排部署了2019年度
工会重点工作。

廖大学就如何立足工会实际、高质
量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工会主
席宣讲活动作了动员讲话。他要求，各级
工会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全面把握“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刻内涵，有效推
动宣讲活动落地落实；要带头上讲台、讲
党课，努力在坚定信念、顾全大局、遵规
守纪、真抓实干上做好表率，引导激励职
工立足岗位、奋勇争先，以良好的精神面
貌、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全县工运事业
蓬勃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讯（肖红 记者 钟
正有 文/图）近日，中江县经济信息化
和科学技术局召开干部送任会暨挂牌
仪式。

中江县委常委米楷，县委组织
部部务委员林曦、县经科局班子成
员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林曦
宣读了县委的任命文件。新到任的
局长李果表态发言说，县经科局将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主动
作为，加强学习，不断增强服务大局

意识；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切实履行
好职能职责；在工作和生活中，以身
作则，严于律己，以新作风新气象开
创工作新局面。

米楷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县经科
局新的领导班子提出要求：第一，讲政
治顾大局，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
的决策上来。第二，抓班子带队伍，努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第
三，坚持务实重行，凝心聚力推进工作
大落实。

绵阳“七心”工作法帮扶红原成效斐然

广汉抓好危化充装企业安全防范工作

中江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挂牌成立

四川经济日报讯（金宣 记者 庄
媛 文/图）“高原阔谷赏古树梨花，
千年东女传秘境风情。”3 月 16 日，
2019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分
会场暨金川县第六届古树梨花节在
该县世外梨园景区开幕，这是迄今为
止国内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高原阔谷
型古树梨花节。随着节会的开幕，有
关金川“三绝”的热议再次引发网民
关注。

开幕式上，阿坝州委常委、副州
长张焘和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
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吴志琼分别讲
话；阿坝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全宣
布节会开幕；金川县委书记卞思发代
表东道主致辞；开幕式由金川县委副
书记、县长朱锐主持。

梨花“三绝”引网民围观

受媒体持续报道影响，金川梨花
“三绝”和办节“三傻”逐渐成为今春网
络热议话题。“金川归来不赏梨（花）”

“金川办节请继续‘傻’点”“金川赏花，
约吗”等热词不断引发网民围观。

金川“三绝”是指：金川梨花具有
“高原阔谷环境”“百年古树风韵”和
“千年东女人文”三大特质。而网民所
说的“三傻”是指：金川人办梨花节名
气很大、人很多却坚持不收门票——

政府有点“傻”，住宿供不应求时也不
欺客宰客——群众有点“傻”，交通疏
导以教育为主不搞“创收”——交警
有点“傻”。

十大节会活动精彩纷呈

据悉，本次古树梨花节从 3月 16
日开始，将一直持续到 4月 10日。除
了赏花盛宴外，主办方还精心准备了
十大节会活动。包括3月16日梨花节
开幕式和文娱演出、2019金川乡村振
兴论坛；3月16日至17日的中国民族
文学作家世外梨园采风创作活动；3
月 17日新浪 3×3篮球黄金联赛和一
场名为“花之梦”的自行车骑游大赛
等。从 3 月中旬到月底，文化惠民演
出持续在县内多个涉旅乡镇上演。

此外，金川农特产品展销和金
川美食展示品鉴活动也同步进行，
多肋牦牛、东女贡饼、雪梨膏等特
色产（商）品再次与各地游人零距
离相会。

明星“打卡”歌手“声”情助阵

“梨约有缘人，花邀天下客。”节
会期间，歌手容中尔甲，女中音歌唱
家降央卓玛，以及旭日阳刚、亚东、根
呷、外籍乐团等多路明星和实力组合

唱将亲临现场，与当地群众和八方游
人同赏同唱古树梨花风采。

明星“打卡”特别是藏族明星“声”
情助阵，已经成为金川梨花节的一大
亮点。2018年梨花节期间，金川籍明星
蒲巴甲、容中尔甲等曾现场高歌，引发
社会各界对金川梨花的强烈关注。

“中国雪梨之乡”后发争先

金川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
四川省阿坝州境内，面积 5500 余平
方公里，人口 73000 多人，境内地形
地貌独特、自然物产丰富、历史人文
璀璨、旅游风景壮美、生态气候上佳，
嘎达山、观音桥、世外梨园等景区广
为人知，被誉为“中国雪梨之乡”。

每年三到四月，上百万株梨花怒
放，万亩梨海、百里白蕊，整个大金川
河谷似茫茫雪海、银装素裹，其场面
令人叹为观止。2014年，金川梨花和
红叶双双入选原农业部首批“中国美
丽田园”名录。

卞思发表示：“古树梨花仅仅是
‘金川十美’之一。随着内外交通条件
的日益改善，金川文旅发展必将呈井
喷之势。未来，我们将统筹推进脱贫
奔康、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事业发
展，努力趟出文旅高质量转型发展的
金川之路。”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程强 记
者 庄祥贵）梨花如海，花颜如雪。3月
15日，“2019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
游节分会场暨第八届‘阳光花海·康
养圣地’旅游文化月系列活动”开幕
式在汉源县九襄镇花神广场举行。汉
源县委书记郑朝彬在开幕式致辞中
表示，真诚希望更多朋友来到汉源、
爱上汉源，把大美汉源带回家。

雅安市副市长王双全参加开幕式，
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生态旅游发展中
心副主任李霞宣布活动开幕，汉源县委

副书记、县长覃建生主持开幕式。
汉源县位于北纬 30 度，是一片

神奇美丽的土地，大峨眉、大熊猫、大
香格里拉三条旅游线路在此交汇。这
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花果飘香，生
态宜居，是名副其实的鲜花碧水阳光
城。春天看花海，夏天避酷暑，秋天摘
鲜果，冬天晒太阳，汉源已经成为各
地游客的热门选择。

郑朝彬表示，汉源县将按照“一
核四道”全域旅游布局，突出“一湖
水、一片花、一缕阳光”，打响“阳光水

韵、康养新城”“阳光花海、康养圣地”
两张名片，着力为游客朋友提供舒心
的住宿、畅心的美食、顺心的出行、称
心的购物、贴心的服务。

开幕式前，令人期待的汉源城市
文创 IP形象“汉源双椒”——“椒阳”

“椒妹”正式与大家见面。以“汉源贡
椒+汉源阳光”为主要元素的“双椒兄
妹”，让传承 2000余年的汉源花椒有
了鲜活的传播载体，一登场便引起了
现场观众的欢呼，其文创产品更是惹
人喜爱。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刘婷 记
者 陈家明）3月 16日，自贡大安区第
二十届三多寨梨花风筝节暨动漫嘉
年华活动在三多寨梨园开幕。自贡市
委常委、副市长杨智艳宣布活动开
幕，大安区委书记张昭国致辞。据悉，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 24 日，其间将开
展文艺表演、千人徒步踏青、乡村露
营、农家菜品尝等主题活动。

“千树万树梨花开”，三多古寨春

色盎然。一簇簇、一层层的梨花漫天
铺去，山湾里、池塘边、民居旁、古道
上，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新树绽开
稚嫩新花，老树千姿百态风韵不减。
在园区，不少梨树挂着“身份牌”，它
们是三多寨的“老人”了，九十年甚至
上百年的老树随处可见。

“文旅融合是大安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
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为自贡建设

独具特色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提
供重要支撑。让我们借这次梨花风筝
节的东风，以梨花为媒，以风筝牵线，
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张昭国表
示。

三多寨是百年古寨，坐落于自贡
市大安区三多寨镇牛口山，建成于清
咸丰九年（1859年），“三多”即多福、
多寿、多男子，有“川南寨堡之冠”的
美誉。

2019金川古树梨花节启幕
梨花“三绝”引围观

继续春天的约会

“汉源双椒”在“阳光花海·康养圣地”等你

四川经济日报讯（宋成均 记者 杨
波）“这里的旅游公厕整洁干净、设置
齐全，让人感到非常舒心。”3月 13日，
在宜宾市长宁县县城碧玉广场的旅游
公厕前，游客张洪燕说，厕所门前还设
计了婴儿车通道，很人性化。

碧玉广场的旅游公厕不仅环境优
美，而且配备有空调、电视、WIFI、手机
充电台、饮水机、沙发等诸多人性化服
务设施，给游客和市民提供了一个清
新舒适的如厕环境，得到了广大群众
的一致认可，2018年成功申报为“全省
示范公厕”和进入“全国公共厕所入选
案例”。

碧玉广场旅游公厕只是该县升级
改造的旅游公厕之一。近年来，长宁县
按照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全国“厕所革
命”和四川省《旅游厕所建设管理三年
行动计划》，立足“景城一体”的发展定
位及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国际竹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发展思
路，积极推动旅游厕所建设，及时筹措
资金对旅游县城集聚区域、3A级以上

旅游景区、旅游公路干线等重要地段
的已建公厕，按照国家 2A级以上旅游
厕所标准进行改造，不足场所、区域及
时选址新建。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新
建旅游厕所56个，改建1个，正在建设
5个，待建 7个。县城区 24座公厕均免
费提供纸巾、洗手液，实行24小时对外
免费开放。

“我们以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为
契机，全力统筹推进各项创建工作。”
长宁县有关领导表示，长宁在推进

“厕所革命”的同时，强抓县城环境卫
生秩序整治、大数据中心建设以及竹
海大道、翡翠大道沿线配套观景台、
休憩座椅、标识牌等服务设施建设等
工作，为游客及居民提供一个更完
善、更舒适的生活旅游环境。在实施

“景城一体、景民一体”战略的同时，
以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为抓手，积极
推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
旅游度假区、国家 5A 景区建设，打造
国际竹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全力助
推全域旅游发展。

自贡大安区第二十届三多寨梨花风筝节开幕

长宁大力推进旅游“厕所革命”
如雪梨花惹人醉

挂牌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