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极致的休闲娱乐，真是不虚此行。”
前不久，四川省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分会场
暨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泸定县第九届红樱桃
节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杵坭乡开幕，活动
吸引数千名游客到此游玩，来自四川乐山的游
客张琴琳表示，此次来泸定过樱桃节，真正感
受到了乡村旅游的乐趣。

2018年以来，甘孜州确定重点打造大渡河
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示范村 282个，推动流域
内乡村实现产业兴旺发展，推动群众摆脱“累
没钱”的苦日子，过上“轻松赚”的好日子。大渡
河畔，产业迅速兴起，山乡村寨焕发新颜，为高
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位于泸定县城南面17公里处的杵坭乡，比
邻大渡河，平均海拔1310米，年均气温15.5℃，
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日照充足的特点。春
赏花、夏避暑、秋品果、冬沐阳，一年四季都是
旅游旺季。

2011 年，杵坭乡筹办第一届乡村旅游·红

樱桃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自此，
红樱桃节年年举办，如今已成为花卉（果类）生
态旅游节会品牌，“中国红樱桃”成为泸定乡村
旅游的一张名片。短短几年，杵坭从一个贫穷
落后乡，变成了赏花品果乡村旅游景区。年人
均纯收入由2011年的4008元上升到2018年的
12000 元，率先成为全县人均纯收入超万元的
乡镇。

据介绍，甘孜州依托富足的旅游资源，早
就确定了“优先发展全域旅游业”的产业发展
定位。今年，甘孜州计划实施生态旅游业重点
项目33个，年度投资计划25.65亿元，年内拟竣
工投产项目 14个，完成投资 4.08亿元，将在基
础提升、景区打造和品牌推广等方面推动旅游
工作升级发展，进而推动全州尤其是大渡河流
域地区的产业兴旺发展。

目前，甘孜州已建成采摘观光农业基地10
万亩、农特和文创产品300余类、近百个村落景
点散落河畔、乡村接待能力达万人次以上，首
批打造的42个村已于5月1日集中亮相。

截至 5 月 4 日，今年甘孜州共接待游客
620.0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8.21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34.72%和 48.5%。其中“五一”小
长假接待游客 70.18 万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72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8.36%和107.6%。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康定市三合乡色龙村是甘孜州大渡河流
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一个示范村。一年
来，当地实施了十几个建设项目，计划打造高
端休闲度假目的地。如今走进色龙村，这里并
无明显的工程痕迹，只见一个古朴静谧的村
庄，坐落在群山深处，与周围的环境相得益彰。

甘孜地处长江上游，生态本身比较脆弱，
环境保护责任重大。优先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
很小的旅游业成为甘孜的战略选择，在发展全
域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甘孜州十分

注重对生态的保护。
甘孜州编制了《甘孜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州规划（2018-2030年）》，制定生态空间、
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等六大指标体系，计划投
资约 175亿元建设 6大类 89个重点项目；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6.97万平方公里，占全州面积的45.6%。

泸定县开展了以“三清一改”为主要内容
的村庄清洁行动，集中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
问题。首批启动乡村振兴 3个示范村污水处理
试点；金鸡坝村、杵坭村生活污水治理已完成
土建及设备安装调试、绿化恢复，现正在组织
竣工验收；兴隆镇下马厂村牛背山点位污水处
理项目已完成管网、设备基础、化粪池建设，5
月底全面完工。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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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畔产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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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评研究院风采录主评研究院风采录

开栏语 >>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技术创新各项

部署，落实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按照加快推进我省“5+1”现
代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放在企业创新发
展工作的要求，在这个炽热夏季，由四川
省企业联合会、四川省技术创新服务中
心、四川经济日报社联合开展的第三届
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能力100强和13
家行业研究单位联合主办的“四川制造
好产品”评选申报工作已火热启动。

进一步为川企创新改革发展鼓与
呼，为四川制造好产品提供更多、更立体
式的展示机会，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

“四川制造好产品”专栏，全方位聚焦四
川制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举措、新气象，
首期推出“主评研究院风采录”系列报
道。

我们以观察者的视角，走进行业研
究院所，走进优秀创新企业，看转型，问
创新，对四川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技术创
新成果、创新工作突出人物开展持续性
深度报道、广度宣传。旨在希望通过此项
活动，全景式展示四川制造行业研究院
所新风采，宣传四川制造优秀产品新实
力，四川企业创新发展新气象，谨以此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敬请
垂注。

5月 26日，四川省化工设计院（下称省化工
院）接待了一波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客人，双方
就硫钛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项目进度计划进行
了深度交流。

这个建设规模为年产 100万吨硫酸亚铁掺
烧尾矿制硫酸、副产 100万吨高品位铁精粉、年
产 20万吨硫酸法金红石型钛白粉的大型项目，
是省化工院今年的重点项目。而获得这个项目，
则有赖于省化工院在硫酸法钛白粉生产上循环
经济模式的突破。目前，省化工院是国内硫酸亚

铁掺烧硫磺、硫铁矿制硫酸工艺最大工程装置
的设计者。

省化工院，这个诞生于新中国化学工业发
展初期的化工设计企业，五十多年立足四川，砥
砺奋进，坚持创新驱动，由弱到强，从盆地走向
海外，以四川化工人的实力和担当为我省工业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尤其
是有效解决了大规模硫酸法钛白粉装置副产硫
酸亚铁的综合利用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

五十载砥砺奋进 从盆地走向海外

5月中旬，从宽窄巷子南行 2公里便到了金
河路的省化工院大楼。古朴的大楼，见证着化工
院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

1964年，作为我省第一批重点化学工业设
计单位，省化工院在我国化学工业起步的发展
时期应运而生，是专业从事化工、石化、医药行
业的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的国家甲
级工程设计院。诞生时，它隶属于原四川省化工
厅。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化工行业蓬勃
发展，1992 年，省化工院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
峰。那年，为了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业热情，省
化工院向上级申请单位企业化运作，率先开启
了市场化探索。

进入市场经济的大海，省化工院便犹如一
条小舢板，需顶住风浪前行。“下海”的第一年，
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市场竞争激烈，根基薄弱、
市场经验尚浅的省化工院业务迅速滑坡。为了
保存“星火”，1995年，省化工院再次“回归”事业
单位的身份，休养生息。

2001年，省化工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刚接任，
正赶上事业单位改制，整个省化工院处于困难
时期。院领导好不容易筹来职工们的工资，却因
负债被起诉而冻结。最终，靠着省化工院坚持不
懈的努力，争取到各方力量的帮助，圆满解决了
此事。 （下转3版）

省化工院：五十载砥砺奋进 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黄晓庆

6月11日，观众在观看机器人舞蹈表演。
6月10日至12日，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在成都举行，一系列科技产品亮相此次交易会，吸引众多观众前来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成都创交会体验科技魅力近3000项技术成果及需求
创交会“线上线下”同步促转化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易陟 刘琳）11
日，作为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的重
要活动之一的技术成果交易活动——海内外
技术成果与需求发布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

据了解，本次发布会通过“成果发布+自
由对接”的模式，同时在线上打造永不落幕的
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促进一批符合成
都“5+5+1”现代产业体系、具有明确市场前
景的科技创新成果同本土优势企业实现精准
对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赋能产业
功能区发展。发布会现场，人工智能语音芯
片、中医云健康平台等15个国内外的技术成
果和需求进行发布。此外，本次发布会活动还
设立了专家咨询诊断室，来自高校院所的行
业专家、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就创新成果的技
术含量、市场前景等问题，现场为企业“把
脉”，提供诊断咨询服务。

在活动现场，只要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即
可进入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记者了解到，
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上的每一项成果都介
绍了成果情况、市场前景分析和优势分析等，同
时具体到列出成果联系人、联系电话、成果类别
这些细节。据统计，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现
已收集“5+5+1”现代产业体系的各类技术成果
及需求近3000项，涉及电子信息、先进制造、航
空航天及交通、环境保护等类别。

由省化工院设计的达州玖源化工公司的年产40万吨合成氨和45万吨尿素装置

宜宾力争未来5年实现
游客接待量、旅游总收入“两个翻番”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杨波）6月11日，宜宾市
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会上，宜宾印发了《关于
加快建成文化旅游强市和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实施意
见》，未来，宜宾将构建“一品两海三带四核五重”的
文旅发展格局，即打造一个区域性国际文化旅游品
牌、建设蜀南竹海兴文石海生态旅游文化示范区、建
设三条文化旅游示范带、建设蜀南竹海、兴文石海、
李庄古镇、五粮液产业园区四大核心景区、建设五个
天府旅游名县重点县。

良好的资源禀赋和政策引领让宜宾加快建设文
化强市、旅游强市和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的信心十
足。在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宜宾明确了未来五年
的发展目标：经过 5年努力，实现游客接待量、旅游
总收入“两个翻番”，国家级旅游品牌、市级公共文化
服务国家一级馆、文旅产业龙头企业创建培育“三个
突破”，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和省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A 级景区、天府旅游名县“四个倍
增”，建成文化旅游强市和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

为保证任务顺利推进实施，宜宾将策划包装推
出重大文旅项目，引进世界一流品牌企业，落地实施
一批重大文旅项目，力争 5年内全市累计完成文旅
项目投资350亿元以上。

数据统计显示，2018 年，宜宾市接待游客 6535
万人次、增长 25.23%，实现旅游总收入 687.28亿元、
增长27.58%。

凉山州开出“健康教育处方”
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新华社成都6月11日电（记者 董小红）以培育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为目标，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将全方位、立体化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意识，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

这是记者 11日从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的。记者了解到，到今年年底，凉山州将建成州、县
（市）两级健康促进工作体系和健康教育骨干队伍，
并实现培训全覆盖。

据了解，到 2020年，凉山州将基本形成健康促
进常态化工作机制，实现群众健康教育全覆盖；以县
（市）为单位，50%的中小学校达到健康促进学校标
准，群众健康素养水平达到全省目标水平。

为实现上述目标，凉山州将实施健康教育进乡
村行动，依托农民夜校、农村广播、文化大院等平台
和形式，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其中，农民夜校
每两个月专题开办一期课程，覆盖人群不少于 30
人；实施健康教育进家庭行动，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根据群众健康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服
务，优先覆盖贫困家庭和患病家庭。每个家庭必须要
做到一家一张“明白纸”、一家一个“明白人”、一家一
份实用工具、一人一份“健康教育处方”。

据悉，凉山州还将实施健康教育进学校行动，全
州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均要开设健康教育课程，向
学生讲授合理膳食、食品安全、适量运动等基本知识
与技能，每周不少于1个课时。

不断加强党史党建系统学习
切实提升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经济和信息化厅举办“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党建专题辅导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珊）为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强化党建党史教
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切实提升领导干部党性修养。6
月 11 日，经济和信息化厅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党史党建专题辅导，邀请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刘渊进行授课。
经济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驻厅纪检监察组，厅机
关处（室）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
等100余人在现场集中聆听了专家讲座。

讲课中，刘渊以丰富的史实、鲜明的观点、生动
的语言，全面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的历史，分析了当前我党面临的重大
挑战，总结出提升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重要性，
进而强调治国理政应增强党性修养。刘渊表示，学习
党史既要注意提升把握规律、把握未来的理论能力，
更要强化坚定信仰、坚定方向的党性修养。

课后，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学习加深了
对党建党史知识的了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要以更强的党性修养和更饱满的精神在推动制造强
省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日上午，经济和信息化厅还开展了先进典型
教育，邀请了京东方相关负责人就企业创新作了报
告，介绍京东方在柔性视界和半导体显示方面的先
进技术以及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经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