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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泸州讯 （陈涛 记者 庞玉
宇 文/图）“今年的柚子都成熟了，金黄一片，看
起好安逸嘛！”日前，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街道良
丰村的九狮柚有机种植基地里，基地负责人黄

光富在柚子的包围中忙碌着。
“抓一点儿果肉，把果汁挤在检测仪器上，就

能直观地看到今年果子品质怎么样。”在采摘前，
黄光富要检测一下今年的柚子甜度是否达标，

“11度多，这个甜度表示今年柚子品质达标了。”
据介绍，今年良丰村的1万余亩九狮柚已经

陆续成熟，预计产量达1000余吨，价格预计每斤
为5-8元，将带动周边2000余户农户增收致富。

中国奥特莱斯产业发展委员会
在京成立

11月 22日，“中国奥特莱斯产业发展委员
会”在京正式揭牌成立。

中国奥特莱斯产业发展委员会会长、世界
中小企业协会荣誉主席、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基
金会创会主席、中国对外贸易理事会永久常务
副理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
奥特莱斯集团董事局主席林卓延先生在成立
仪式致辞中表示，未来，中国奥特莱斯产业发
展委员会一方面将通过委员会平台，继续整合
全球及中国奥特莱斯产业链资源；另一方面，
也将不断拓宽发展领域，与科技公司及创新企
业合作，通过科技及创新手段，助力奥特莱斯
产业再上新台阶，并通过不断创新、摸索、融
合，让国际化的“中国奥特莱斯”始终走在世界
前沿。 （李华）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
提升德阳旅游行业服务品质，加快建设一支具
有较高服务水准、过硬业务知识、良好职业道
德、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深受旅游者喜爱的导
游(讲解员)员和饭店服务队伍，近日，由德阳市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德阳市旅游协会
承办的全市2019年度旅游行业技能大赛在景盛
酒店举行。该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涂升珂
致开幕词，市文旅局副调研员陈华、市文旅局资
源开发科科长蒋愚、市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以

及相关从业人员参加活动。
作为文旅融合以来德阳市首次举办的旅游

行业技能大赛，本次技能大赛包括导游（讲解
员）导讲服务比赛和中式铺床技能比赛，来自德
阳市各县（市、区）的 25名讲解员选手、28名中
式铺床选手共 53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并邀请了
省级、市级及行业专家组成评委组。大赛面向全
市酒店从业人员和景区讲解员，旨在进一步提
升德阳旅游行业服务品质，加快建设一支具有
较高服务水准、过硬业务知识、良好职业道德、

适应旅游业发展需要、深受旅游者喜爱的导游
（讲解员）和饭店服务队伍。

本次大赛以“比技能、赛服务、展风采”为
宗旨，通过行业服务技能大比拼，赛出水平、赛
出风格、赛出精神,全面展示该市旅游行业从
业人员的服务技能、水准和风采，树立旅游行
业服务标杆和榜样，促进行业内服务技能的交
流和学习，强化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标
准意识和品质意识，推进全市旅游行业高质量
发展。

峨眉山市与泰山市
开展地方文学交流座谈会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记者 林立）近日，
由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领队的山东
作家代表团在乐山市散文学会会长丰庆志
等陪同下来到了峨眉山市。两地文学家共 20
余人在峨眉山大佛禅院旁的易镇文化区，召
开了“泰山·峨眉山地方文学交流座谈会”，
就两地文学艺术的共同繁荣相互交流、共谋
发展。

近年来，峨眉山市图书馆充分利用社会
资源，大力推进“图书馆+”系列活动，先后编
辑出版了《峨眉山诗歌》等地方文献刊物，为
地方文献的出版和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四川省散文家联谊会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组织会员们进行创作、
交流，并为川鲁两地作家穿针引线、搭建平
台，促成了“泰山·峨眉山地方文学交流座谈
会”的举行，使两地作家有了相互交流学习的
机会。

座谈会上，峨眉山市文联副主席、市图书
馆馆长林栩介绍了峨眉山市地方文献刊物的
情况；峨眉山市文联秘书长彭建群向与会作家
介绍了峨眉山市文学发展状况；峨眉山市政协
文史委副主任刘友箭介绍了《峨眉文史》的编
辑出版情况。山东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海
峰介绍了山东省文学事业的发展情况，并对峨
眉山市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给予了高度赞扬。
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发表了采风感想，
并热情邀请峨眉山市的作家到山东进行文学
交流和采风，进一步加强两地文学艺术的共同
发展。

汉源县举办首届鱼文化节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 （记者 程强）近日，
汉源县首届“鱼文化节”暨“2019年全国青年赛
艇冠军赛”系列活动在汉源湖畔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汉源湖独特
的旅游资源，突出了汉源的特色优势，有利于强
化文体旅游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汉源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活动现场，一首《相约汉源湖》拉开了活动
序幕，紧接着《中国红》《一缕椒香飘九州》轮
番上演，美妙的歌曲唱出了汉源人民的好客之
情。

当天，汉源湖上，刺激的水上特技表演吸引
着众人的目光，伴随着极富节奏感的旋律，特技
演员们“上天入水”，将力量与柔和完美结合，岸
边的观众纷纷掏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据悉，汉源湖面积为 84平方公里，是西南
最大的人工湖，湖长72公里，最宽阔处达2.8公
里，湖域广阔，湖水清澈，水质优良，近年来，国
家皮划艇队将汉源湖作为冬训基地，2014年全
国皮划艇冠军赛、2015年全国龙舟公开赛等也
在这里举行。

近年来，汉源县委、县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大力实施全域旅游，将九襄片区定位为

“阳光花海·康养圣地”，将县城定位为“阳光水
韵·康养新城”，把汉源湖开发作为汉源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打造川西最具魅力的旅游康
养新城。

交行都江堰景区支行
协助解救传销受害女青年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交行都江堰景
区支行营业大厅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和喧哗
声，当班保安将目光投向门外，看到一对青年
男女在大厅门外拉扯、推搡，动作激烈，像是
情侣正在吵架。11点 49分，女青年突然挣脱
男子，向营业大厅冲来，男子迅速将她抓回，
动作激烈，超过情侣间正常行为，保安发现异
常后迅速上前询问。女青年哭诉说：“我不认
识他。”保安提高警惕，正要追问，男子见情况
不妙，迅速逃离了现场。

该行工作人员迅速将女青年带进营业大
厅，递上了一杯热水并安抚道：“这里是交通
银行，很安全！”同时发现她脸部有被打痕迹，
手机也被摔坏了。

女青年情绪稍微缓和后，向该行表达了
谢意，并告知自己被传销组织软禁的悲惨经
历。了解到此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迅速协助
受害者向都江堰市公安局报案。警察赶到后，
向女青年和该行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并赞赏
了该行正义勇敢的举动。

交行都江堰支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行
将积极担当国有大行责任，用实际行动帮助
各类受困群众，助力美好社会建设。（李君竹）

理县公开征集
旅游形象标志及宣传口号

四川经济日报阿坝讯 （陈科 记者 庄媛）
近日，记者从理县县委宣传部获悉，为进一步
提升理县旅游形象、扩大旅游知名度，全面打
造公认的旅游形象标志、宣传口号，并通过诗
歌、散文等形式展示理县旅游形象，该县现面
向全社会公众征集理县旅游形象标志、宣传
口号及诗歌、散文。并将邀请专业人士组成评
审委员会进行独立形象标志评定，最高奖金 2
万元。

据悉，此次活动的征集时间为2019年11月
22日-2019年 12月 22日。按要求，此次征集的
旅游形象标志要大方简练、主题突出、易于识
别、色彩和谐，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记
忆；旅游宣传口号要言简意赅、简明易记、突出
主题、内涵丰富、富有美感；诗歌、散文要可读性
强，能体现旅游景区景点特色，能展示全域旅游
等形象。

旅游形象、宣传口号投稿邮箱：lxxcb019@
163.com；联系电话：0837-6823019。诗歌散文
投稿邮箱：abzlxwl@163.com；联系电话：0837-
6824298。

四川经济日报遂宁讯（记者 张琳琪）为了
深入贯彻落实遂宁市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大
会精神，提升旅游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水平，近日，
遂宁市2019年旅游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大赛
开幕式在兴源大酒店举行。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唐紫薇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大赛由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主办，遂宁市旅游协会、遂宁市旅游饭店行业协
会承办，兴源大酒店协办。大赛通过赛训结合、
以赛促训的方式，充分展示该市旅游饭店良好
形象，发现和培养旅游饭店业优秀人才，不断提
高该市旅游饭店员工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进
一步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夯实该市旅游产业
发展基础，确保全市旅游经济稳步增长。

开幕仪式上，唐紫薇介绍，旅游饭店是发展
旅游业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发展旅游业的载体
和受益者，近年来，遂宁市旅游饭店业发展迅速，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星级酒店17家、按照五星级
酒店打造2家、“荷堂”系列精品民宿5家、星级农
家乐/乡村酒店152家、商务酒店1600余家，客房
4万余间，床位6.6万余个。在硬件加速发展的同
时，服务质量、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能力、品牌塑

造、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她认为，
举办服务技能大赛，是以赛代训、促进个人服务
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
增进交流，从同行中找差距，从比赛中得进步。

唐紫薇表示，近年来，遂宁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对旅游饭店业的政策引导和发展扶持，
着力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2018年10月，遂宁市
政府办正式印发《遂宁市旅游品牌创建奖励办
法（试行）》，新政策的出台，是为了更加充分地
调动大家对旅游饭店品牌创建的积极性，激发
全市旅游饭店业发展的活力。

唐紫薇要求，旅游饭店行业要爱惜品牌。当
前，体检式暗访已经成为常态，全省已经有部分
市州的星级酒店被通报整改或者直接摘牌，该
市的旅游酒店尤其是星级酒店要引以为戒，珍
惜品牌、保护好金字招牌，从业人员要自觉维护
星级标准的严肃性和星级饭店的良好形象。多
元培育促发展。以星级旅游饭店发展和管理为
主线，引导和推动全市绿色旅游饭店、文化主题
旅游饭店和旅游精品民宿的培育和发展，加大
标准宣贯力度，探索建立地方管理办法，稳步推
进创建工作，培育出多元化门类。赛训结合提水

平。形成常态化机制，通过组织技能大赛、行业
培训，熟练掌握酒店综合技能知识，不断提升业
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以规范的服务行为和行动
举止，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和质量。自我提升树
形象。要学会自律和自控，将服务工作当作兴趣
去研究，作为美德去弘扬。要有团结共同荣辱意
识，把方便让给客人、把形象留给客人、把温馨
送给客人，共同塑好遂宁旅游饭店服务形象。

据悉，本次大赛为期两天，大赛活动分团体和
个人单项比赛，主要进行旅游饭店服务人员服务技
能、形象展示和外语会话服务三大内容，大赛将坚持

“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组织开展各项比赛工作。
遂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前，四川十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
省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执行会长
张立，市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该市各县（市
区）、市直园区文化广电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
星级旅游饭店、部分非星级旅游饭店、商务宾
馆、精品民宿、大型餐饮企业负责人和员工，以
及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旅游饭店专业师生 200余
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党组成员、总规划师杨华主持。

四川经济日报讯 （薛升玉 记者 庄媛）记
者从汶川县委宣传部获悉，自脱贫攻坚战役打
响以来，汶川县聚焦贫困县摘帽和贫困人口高
质量脱贫，拿出过硬办法，下足“绣花”功夫，汇
聚全县各方力量、各种资源，加强涉农资金整
合，助力脱贫攻坚。

该县坚持源头聚合，做大脱贫资金规模。
打好统、增、活三张牌，聚“零”为“整”，严格界
定整合范围。对现有涉农资金进行全面清理，
核准各类涉及资金性质、用途及来源渠道，对
22 个行业部门的目标相近、资金投入方向类
同、资金管理方式相近的项目进行归并，2016

年整合涉农资金 889 万元，2017 年整合涉农资
金达到 8622.46 万元，2018 年整合涉农资金
16395.41 万元，2019 年整合涉农资金 13630.47
万元，全部安排用于脱贫攻坚工作。整合资金
量在阿坝州名列前茅。

明确统筹范围、统筹目的、统筹路径，将涉
农专项资金进行统筹整合使用，强化内控管
理，印发《汶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暂行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通过统筹资
金，实现“项目规划科学合理，项目实施规范高
效，资金管理严谨安全”的管理新机制。同时，
以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负其责、规划引导、

项目支撑，以切块资金为引领、以规划为引导、
以重点项目为平台，跨年度、跨部门、跨层级统
筹。

按照统一发展规划、设计标准、项目招投
标、项目实施一级资金分头报账，做到规划统
领、设计标准建设规划，明确项目招投标程序、
群众参与方式、项目监督管理，强化项目监督制
度、监督检查。同时在账户实行统一归口管理，
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基础上资金分头到各
项目主管部门报账，进行专账核算。

充分发挥资金效用，推广资产收益扶贫，在
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

他涉农资金投入农业设施、养殖、康养经济等形
成的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贫困户，确保贫
困人口的利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强村集
体凝聚力。

探索建立“决策民主、投放科学、监管规范、
运行高效”的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严格
项目资金审核、绩效考评制度，确保资金拨付到
位、项目落实到位。指定专人跟踪项目，解决困
难，加快项目建设速度。建立联络员制度，涉农
资金单位均安排一名业务骨干作为联络员，及
时沟通信息、通报进度、反馈意见，切实提高扶
贫资金管理水平和扶贫成效。

成都武侯区创新构建
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何羽佳）近日，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武侯
分论坛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建、基层治理
专家、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会工作者围绕

“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展开了精彩的思
想碰撞。

据了解，武侯区秉持“造血、提能、增效”
的原则，创新构建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可
持续发展生态圈首先解决了“钱从哪里来”。
成立全省首家社区基金会，健全“项目资源
库”“社会资本库”，建立支撑社区可持续发展
的“资金池”，设立专项基金、微基金36支，撬
动社会资金230余万元；发起“春耕计划”“仲
夏邻里节”。挖掘并资助 27个具有社会影响
力的创新公益项目，服务居民群众近13万人
次；围绕“服务谁提供”，武侯区成立成都市首
家社区社会企业，出台全国首个社会企业专
项扶持政策，创立社会企业投资联盟，打造推
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值得注意的是，武侯区社区可持续发展
生态圈的制度设计，是以建设高品质和谐宜
居生活社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目标，坚持党委领导、党建引领，坚持居民主
体、需求导向，以社区营造、多元参与为路径，
以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为支撑，以枢纽平台、
社区基金会为动能，以社区智库、社区人才为
保障，通过“政府+社会”协同共治，将居民自
治作为有序运转的内生动力，将市场机制作
为持续发展的外部推力，构筑“造人-聚势-
反哺-赋能-发展”的生态链条，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宜宾国际马拉松精英赛开赛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王明励 周瑜原
记者 杨波）近日，以“跨越三江，奔跑酒都”
为主题的“长江首城 中国酒都·宜宾国际马
拉松”精英赛在宜宾鸣枪开赛，来自全球 500
余名参赛选手齐聚长江首城——宜宾这座独
具魅力的城市，在奔跑中一览三江美景，尽享
赛事乐趣。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肯尼亚的选
手 WilsonMugiKiara 以 02:30:49 的成绩获得
了此次全程马拉松冠军，来自中国的选手碾
者阿提以01:32:27的成绩获得此次半程马拉
松冠军。

据悉，此次精英赛作为2020年宜宾国际
马拉松正赛的“前哨战”，共邀请了来自国内
外专业运动员、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六星跑者
等 500余人。赛道将宜宾合江门广场等最具
观赏性、地标性的主城区旅游线路和产业发
展路径串联起来，让参赛选手在比赛中一览
宜宾历史文化古迹、自然风光、产业发展等美
景，感受宜宾城市变化的日新月异。

据介绍，宜宾国际马拉松重点在于打造
全国唯一城市夜景马拉松，彰显宜宾“长江
首城·中国酒都”的国际化城市地位，树立宜
宾马拉松品牌形象，搭建文体旅融合的交流
平台。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刘 彬 记者 陈家
明）为推进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实现对所有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去年 9 月以
来，自贡市沿滩区纪委监委在向乡镇派出监察
办公室的同时，建立村（社区）监察联络员制度，
全面实行村级党组织纪检委员、村务监督委员
会主任、监察联络员“三位一体”配备，整合监督
力量，把村里所有党员和行使公权力的所有村
组干部都监督起来，使监督不再有空白地带，取
得了良好成效。

成绩值得总结，问题不容忽视。该区惠民惠
农、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仍然存在，群众还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些都折射
出村级监督工作还存在差距和不足。

为此，沿滩区纪委监委将加强村级监督作
为重点调研课题之一，由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
带队，各乡镇（街道）纪委（纪工委）协作配合，结
合日常监督、社会评价反馈问题整改督导等工
作，分层采取入户走访、座谈交流等形式查实
情、找问题、听建议，对村级监督工作情况开展

为期3个月的“大起底”，全面检视在加强村级监
督、村级纪检监察干部廉洁履职及自身建设等
方面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大起底”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截至目
前，共发现村级监督工作中存在工作职责不清、
发现问题能力不足、制度执行力度不够等5大方
面 14 个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16 个；发现村“两
委”存在村务、财务公开不及时、个别“两委班
子”不重视村务监督工作等 4个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6个。

汶川县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助力脱贫攻坚

遂宁市举办旅游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大赛

德阳市文旅局组织开展旅游行业技能“大比武”

自贡沿滩区推进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

泸州龙马潭区九狮柚喜获丰收

采摘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