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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将于8月22日至23日召开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何羽佳）8月19日，
成都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新闻通气会在蓉
召开。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经
成都市委批准，成都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将于8月22日至23日召开。大会旨在总结成都
市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妇女工作和妇联
改革的成绩和经验，确定今后五年全市妇女工
作的目标和基本任务，选举产生新一届成都市
妇女联合会领导班子，推动妇联组织改革发展。

据了解，8月 22日上午将举行成都市妇女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下午将进行代表分
团讨论；8月 23日上午将举行大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选举成都市妇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委
员，随后，大会闭幕。同时，8月 23日上午，还将
召开成都市妇联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选举成都市妇联第十五届主席、副主
席、常务委员。

据悉，本次大会通过协商推荐、民主选举产
生了成都市妇女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
518人。其中来自工作一线、生产一线的科研工
作者、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
各界代表比例达到70.85%。按照《章程》要求，从
代表中推荐产生了市妇联第十五届执委候选人
预备人选 85名，除妇联工作者外，来自各界妇
女占比达65.88%。

炉霍县就业扶贫招聘会
提供1.8万余个岗位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张军坤 记者 杨
琦）为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炉
霍县各类未就业劳动力特别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劳动力实现多渠道就业，近日，甘孜州
2019年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暨“喜波勒雄就
业行动”公益活动在炉霍县灯光球场举行。

就业一人、脱贫一户。据悉，本次招聘会
共邀请来自广州市、成都市以及炉霍当地企
业共30家招聘单位，提供了服务、安保、机械
制造等门槛低、福利待遇较好的工作岗位
18000 余个。招聘会现场设置人社政策咨询
台，为求职者提供政策咨询、解答和岗位介
绍等服务，每个应聘台前来咨询面试的人都
络绎不绝。

“咱们公司不光待遇条件有保障，而且
地理优势特别好，节假日还可以去看广州
塔。”各招聘公司为前来应聘的面试人员详
细介绍自己的优势及特点，各面试人员认真
考量，结合自己的长处和要求到各招聘台进
行面试。

据统计，招聘会现场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800余份，接待求职咨询人员821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293人，其中贫困户 130人，现场录
用16人。后续企业录用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据炉霍县扶贫开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招聘会规模大、参与企业众多、提供岗
位门槛低，为全县广大求职人员，特别是建
档立卡贫困求职人员提供了就业平台和就
业机会，提高了贫困劳动力就业积极性，有
力推动了炉霍就业扶贫从“输血”到“造血”
转变。

罗江区委书记
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王婷 记者 钟正有）
近日，德阳市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到该区新
盛镇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罗江区委常
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汪旭，区委常委、区委统
战部部长胡勇随同。

调研组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老君村、天
星村扶贫产业园产业发展现状，了解产业园
经营模式、收益分配、联农带农情况，实地了
解了天鹅村众鑫土地专业合作社经营模式，
看望了发展 50亩杂柑产业的自强自坚贫困
户代表孙德辉，并入户走访联系贫困户。

在金龙村村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村支
部书记、第一书记、镇党委书记对当前脱贫
攻坚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该区扶贫开发局
汇报了大排查工作开展情况，并就进一步做
好成果运用提出了具体方案。区委组织部汇
报了全区干部帮扶工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
步工作打算。

曾长江对新盛镇脱贫攻坚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做好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提
出了要求：思想认识到位。各镇、各部门主要
领导要亲自抓脱贫攻坚工作。政策执行到
位。要统筹用好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确保应
用尽用、落实到位。帮扶措施到位。要结合贫
困户的致贫原因、实际需求，制定有针对性
的帮扶措施，务实高效开展帮扶工作。宣传
引导到位。要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树立贫困户家风优良、勤劳致富的正面典
型，发挥示范带头作用。选树一批优秀帮扶
案例，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营造浓厚的
扶贫助困氛围。督促检查到位。区委组织部、
区纪委监委、区委目标办、区扶贫开发局等
部门相互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强化督导检
查，坚持做到奖惩同步。关心关怀到位。区委
组织部要研究制定干部激励举措，对在脱贫
攻坚一线表现优异的干部给予关心关怀。

内江市东兴区政协启动“追寻
长江足迹”文史资料收集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兰自涛 记者 毛春
燕 李弘）今年8月，内江市东兴区政协启动“追
寻长江足迹”文史资料收集活动，组织政协文化
文史和学习委、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
范长江纪念馆等部门，先后奔赴广西、江西、江
苏、上海、湖北等地，收集整理范长江的相关文
史资料。

范长江是内江市东兴区籍的文化名人，历
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是新
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今年正
值范长江诞辰 110周年，为进一步收集整理范
长江先生的历史资料，弘扬其新闻理想，阐释其
新闻价值，东兴区政协主席会议在深入调研基
础上专题研究并确定选题，决定组织人员对范
长江南下参加南昌起义、到桂林创办国际新闻
社、在南京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在上海
和武汉发展青年记者协会等历史时期的相关资
料进行专题收集。东兴区资料收集组从内江出
发，途经广西桂林、江西南昌、江苏南京、江苏淮
安、上海、湖北武汉等地，先后历时 14天，跨越
10个省市，行程5000余公里，通过实地寻找、现
场走访、资料收集等，收集到范长江在南京梅园
新村的户口卡、《范长江在桂林》等很多有价值
的信息和实物。

青神县城区环卫作业
实施市场化运作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王丽 记者 常
坚）“推进新型城镇化，三分靠建、七分靠管。
以往，同一个区域可能存在‘牛皮癣’清理、
交通护栏清洗等由辖区属地、交警、城管和
环卫分别负责的情况，职能交叉，效果不
好。”青神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为助力城市品质提升，该县积极探索
新型环卫作业模式，主动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经公开招标，青神县与成都行建城市环
卫服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并于日前举行了
城区清扫保洁和全县生活垃圾收运购买服
务项目进场仪式。这标志着青神县从8月1日
起，城区环卫作业将实施市场化运作。

据介绍，该项目服务期为3年，分为城区
清扫保洁、全县生活垃圾收运两个大项。其
中，城区清扫保洁包括对青神县城区道路、
广场等约123万平方米公共区域的清扫保洁
（含洒水、降尘、喷雾以及该区域内环卫设
施、交安设施和市政设施的清洗），城区乱贴
乱画及未经审批的小广告的清除，城区公厕
的管理和维护；对全县城区果屑箱、垃圾桶
的布设、清掏、清洗保洁和维护，城区垃圾地
库的管理维护，将全县所有垃圾地库、垃圾
中转站的生活垃圾收运至青神县第二生活
垃圾压缩转运站压缩后转运至中机眉山再
生能源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理，拆解处理全县
大件废旧家具。

“通过此次购买服务，破解此前存在‘多
头管理、管干一体、环卫作业质量不高’等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实施此项目旨在通过高
门槛准入、高效能作业、高标准监管，推进环
卫作业市场化、专业化、精细化、一体化运
作，提升青神县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近年来，营山县围绕深度融入重庆配套发
展，抢抓川渝合作大机遇，主动融入重庆产业体
系，重点打造优质农产品供给地、工业发展配套
地、开放合作新高地，走出了一条特色县域经济
发展之路。

筑巢引凤来
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

重庆配套产业园是营山县融入重庆经济圈的
创新之举。近日，记者在位于县城一环路的营山国
际工业港暨重庆配套产业园内看到，标准化厂房
内机器轰鸣，条条生产线上满负荷生产；建设工地
上挖掘机、吊臂机等机械车辆正在紧张工作。

“今年计划新增工业用地500亩至700亩，现
已完成场平 600亩；计划新建道路 4.5公里，其中
物流大道Ⅲ、Ⅳ段正在加快推进……”营山县工
管委副书记颜宁介绍，营山国际工业港暨重庆配
套产业园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入28.7亿元，重点
围绕机械汽配产业园、电子信息产业园、食品加
工产业园、现代物流产业园“四大园区”布局，目
前已入驻规上工业企业 55户，去年实现销售收
入160亿元。

记者在位于食品加工产业园的营山椒宝宝
花椒有限责任公司看到，新建的厂房宽敞明亮，
工人正在通过先进的色选机，对烘干后的青花椒

进行筛选分级。
椒宝宝花椒有限责任公司是营山县委、县政

府今年从重庆引进的以青花椒深加工为主的一
家食品加工企业。该项目从3月16日开工建设到
6月 10日正式投产，仅用了 80多天时间，刷新了
营山国际工业港招引企业建设的新速度。

“得益于相关部门及园区管委会对企业建设
的大力支持并创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让我们在
企业入驻第一年就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该
公司总经理杨华忠说。

据了解，为确保招引项目顺利推进，营山国
际工业港下属企业服务中心，对重点招商项目实
行超前服务、上门服务、跟踪服务，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办事效率大大提高，确保落地项目早开
工、开工项目早投产、投产项目早达效。今年，已
成功招引项目13个，投资金额8亿元。

融渝发展
建设工业发展配套地

“这是今年我们与重庆中冶建工集团合作开
发的一条全新生产线，专门生产轧机轴承座。”在
四川奥龙集团旗下的四川顺世机械有限公司，从
熔炼到加工再到打模，工人们忙个不停。该公司
董事长魏书林告诉记者，新生产线于今年6月投
产，已签订了1000个产品订单。

四川奥龙集团致力生产轴承座、盖等 110种
产品，主要用于风电、石油钻井、舰船制造，并与
重齿、中冶等大型机械制造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
系。“平均每两天要输出产品 50吨。”魏书林说，
今年公司的产量和产值将比去年增长20%以上。

同样瞄准重庆市场的四川义丰亨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专门为重庆潍柴、力帆配套生
产汽配产品。当天，记者在该公司看到，3个车间
都是一派繁忙景象。“订单已经排到年底了。”该
公司一名管理人员介绍说。

“抓产业就是抓发展。我们必须用好区位优
势，提升县域经济实力。”营山县委书记黄金盛说，
营山要崛起，就要融入重庆配套发展，以承接成渝
产业转移为重点，当好融入成渝发展的排头兵。

近年来，营山围绕重庆机械、汽车制造主导
产业，依托现有机械汽配、大中型装备制造等产
业，打造机械汽摩配套生产基地。目前，已入驻机
械汽配及相关企业 10余户，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65亿元。其中，五四机械、奥龙铸造、义丰亨机械
等企业成功成为重庆长安、力帆、重齿、重机重工
等企业的一级配套企业。

完善产业链
建设优质农产品供给地

当记者来到四川新恒阳食品有限公司加工

车间，只见生产线上，工人正忙着将刚刚屠宰的
牛羊肉进行分割、包装，并将通过冷链物流送到
重庆永辉超市、新世界百货等大型商家。

“不仅要打造工业发展配套地，还要打造优
质农产品供给地。”黄金盛指明了营山未来的发
展方向。为此，营山以国际工业港暨重庆配套产
业园为抓手，完善建设食品加工园，招引润丰食
品、永华食品等食品加工企业 18家，其中已投产
的企业达11家，去年实现销售收入7000万元。

而在距离营山国际工业港暨重庆配套产业
园 20余公里以外的双溪乡千佛村营鑫竹笋种植
基地，破土而出的竹笋新鲜嫩绿，10余名工人在
忙着采挖。“基地与重庆欣业食品有限公司建立
了长期合作协议，我们的竹笋直接运往重庆，经
过加工后销往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该
基地负责人李世能告诉记者，今年预计采笋量将
达200吨，产值达200余万元。

据了解，为深度融入重庆农产品市场，营山
还将全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区建设，持
续培育壮大营山黑山羊、道地中药材、环保生猪、
绿色果蔬“四大十亿”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加快推
动温氏集团、恒阳集团打造集产、加、销一体化的
环保生猪和黑山羊产业集群，协助配合天星粤
康、新瑞花椒、圣禾橄榄油等 6家精深加工厂建
设，延伸农业产业链。

邓斐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国富

在乌蒙山深处，67岁的苗族老乡王思庭正
冒着 39摄氏度的高温，抡着连盖打豆子。他怎
么也没想到家里来了一个 90 岁的扶贫“老监
工”。

“老监工”叫胡茂杰，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
县后山镇三斗米村第一书记胡凌鸣的爷爷，也
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2015年 7月，胡凌鸣到三斗米村任第一书
记。三斗米村所在的乌蒙山片区贫困面大、程度
深、原因复杂，是扶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孙
子还能扶贫？老爷子不放心，经常从距离三斗米
村150余公里的泸州市合江县到村里看看。

“你靠啥子赚钱？”
“3头牛、4只猪、70多只鸡，还有几箱蜂。”

王思庭算起家底。因为修水库占了土地，他们全
家从叙永县水潦彝族乡移民搬迁到三斗米村。

“什么价钱？”
“之前两只猪就卖了7950元。”
“胡凌鸣你要给村民解决销路问题，做得好

我就奖励你。”

……
正当他离开时，看到墙上挂着一件有破洞

的藏蓝色上衣，“没钱买新衣服？”
“那不是哦，砍草时当然要穿破衣服，刮破

了不心疼！”
在王思庭家，胡老爷子“监督”起来有模有样。
每次来三斗米村，胡老都有新发现，他对孙子

也由不放心变放心。第一次来，路都没有，目之所及
全是荒地。第二次来，他看到泥泞路变水泥路，流转
后的土地上种满蔬菜。第三次来，“胡书记真不错”，
老乡们边跟他摆龙门阵边竖大拇指。

最近，胡老又有需要“监督”的新内容。
初到三斗米村的时候，为解决村子没集体

收入，村民手里大量农副产品滞销的问题，胡凌
鸣和村两委商量后以“合作社+农户+基地”的
模式，成立叙永县后山富邦生态养殖公司及养
殖专业合作社，把村民的绿色生态农产品陆续
送进了机关、学校的食堂。

随着扶贫进程的深入推进，这种既解决农
产品销路又能让村民得实惠的模式，在三斗米

村之外的云南、贵州等地得到推广。2018年 12
月，富邦公司与贵阳和赤水市的供销系统在赤
水共同成立丹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19 日，以
销售乌蒙山深度贫困片区贫困户农产品为主的
赤水生态保供农产品直供体验店正式开业，标
志着东西跨区域协助扶贫联动为乌蒙山百姓提
供了新的销售平台。

和赤水市共同搞扶贫，“搞啥子？能成吗？”
胡老爷子又犯起嘀咕。

一大早，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来到超市
门口。当天，骄阳炙烤着大地，干燥的空气里没
有一丝微风。

“老爷子，这么热的天，你受得住不？”胡凌
鸣问。“没来头滴，不管事！”胡老草帽一摘，走进
超市。

体验店里人头攒动，经食品安全检测后的
乌蒙贡米、竹笋、红薯粉条等扶贫产品已摆满货
架，看来看去胡老没忍住，他也花193块钱买了
石斛、赤水晒醋，“不能只当‘监工’，我还要支持
扶贫事业。” （据新华社）

仪陇县廉政警示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陈微 记者 李国
富）为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做好

“以案促改”工作，近日，仪陇县组织在家县级领
导、重要岗位科级干部共 70余人，赴市警示教
育基地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干部依次参
观了国省市查处典型案例区、违反六大纪律案
例专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案例专区等板块，并
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主题片。市警示教育基地
通过大量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再现了个别
党员领导干部党性缺失、“三观”扭曲、以身试法
以致最终锒铛入狱的过程，让所有参观者在思
想和心灵上受到强烈震撼。

通过廉政警示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
部的廉政意识，强化了党性修养，提升了拒腐防
变能力，共同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为仪陇建设“三个示范县”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抢抓川渝合作大机遇 主动融入重庆产业体系

营山走出一条特色县域经济发展路

乌蒙山区扶贫第一书记背后的“老监工”

四川经济日报绵阳讯（陈昕 袁继红 记
者 张宇 文/图）绵阳市盐亭县是“华夏中医始
祖”——岐伯的故里，岐伯一生以医济世、以
药救民，与黄帝合著了医书《内经》《难经》，合
称《黄帝内经》，开辟了中医著述之先河。为祭
祀这位中医始祖，传承和弘扬岐伯文化，8月
19日，在中国医师节，以“弘扬岐伯文化·建设
健康盐亭”为主题的 2019（己亥）年华夏中医
始祖岐伯拜祭典礼在盐亭县茶亭乡举行。

上午 9点 30分，祭乐奏起，全场肃立，主
祭人宣布2019（己亥）年华夏中医始祖岐伯拜
祭典礼正式开始，现场响起隆隆的礼炮声和
祭祀鼓乐。伴随着庄严的音乐，嘉宾代表依次

走向祭台，敬献花篮、净手上香、敬献贡品。
“远古洪荒，瘟疫流行；疾病传染，涂炭生灵；
岐伯出世，天降药神……”在有关人员恭读祭
文后，现场全体人员面向岐伯像三鞠躬行施
拜礼，全场庄严肃穆。

紧接着四龙告祭开始，水龙、桃子龙、蚕
龙、药龙依次登台表演。水龙、桃子龙、蚕龙
已被批准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水龙是盐亭民间古今流传的龙舞之
一，耍水龙又叫“赶旱魃”，是远古人民祈雨
抗旱盼丰收的一种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桃
子龙是产生并流传于盐亭地区一种独特的
龙舞，其造型独特，形似蟠桃，多用于喜庆、

寿诞场合。蚕龙的由来可以追溯到黄帝元
妃嫘祖种桑养蚕时期，古西陵（今盐亭县
域）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种桑、养蚕、抽丝、
编绢、制衣的劳动中，逐渐形成了世代相传
的“舞蚕龙”民俗。在四龙告祭后，乐舞告祭

《药神赞》，表达着对中医始祖岐伯的无限
崇敬之情。至此，拜祭典礼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由盐亭县人民政府、四川中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等共同主办。通过本次活动，
弘扬中医文化，传承岐黄之术，打造岐伯文化
名片，同时体现了发扬中国优秀中医文化的
时代精神，对推动盐亭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8月19日“中国医师节”这天——

绵阳盐亭虔诚祭拜华夏中医始祖岐伯

祭祀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