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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胡末 记者 陈家
明 文/图）5月 30日，在自贡市第十六届乡村
文化旅游节暨第九届荣县大佛文化旅游节开
幕式上，荣县分别与成渝两地有关区县签订
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荣县将与成都市旅
游协会、重庆市大足区、重庆市潼南区、重庆市
荣昌区、资阳市安岳县、遂宁市船山区在平台
共建、信息共享、市场共育、产业共兴等方面开
展文旅合作，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节点。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合作关系，为两地
文旅合作搭建平台。双方文旅部门各自明确
专人，协调负责文旅合作日常工作；建立重大
文旅活动联动机制，强化协作、密切联系；支
持和引导双方重点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酒
店等文旅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充分整合两地
文旅资源，建立文旅合作联盟，加强高品质旅

游线路推广、营销等合作；鼓励双方文旅企业
参与两地投资经营、人才培养。

双方将充分发挥“文旅互联网”优势，促
进资源整合；积极推动文旅产业信息化工程，
谋求共建文旅信息平台，实现文旅信息共享；
通过两地文旅官方网站、微信、微博及文旅咨
询中心等平台，宣传推介对方资源优势；配合
主题文旅活动，协助对方开展宣传推介，在当
地主流媒体及网站发布对方文化旅游产品及
旅游线路等。同时，还将在市场共育方面加强
特色文旅合作，支持在对方城市举办文旅推
介活动，互推文旅精品，并利用各自的推广促
销渠道进行推介；促进双方的“快旅慢游”“一
程多站”“一线多游”等旅游方式多样化；积极
参加对方举办的文化旅游节会和推介活动，
组织旅行社和媒体到对方考察旅游线路，积
极为双方在本地开展文化旅游节会推介、宣

传促销活动和考察活动提供便利。
建立客源互送机制，加强旅游交通衔接，实

现文旅产业共兴。双方互为旅游目的地和旅游
客源地，积极引导和组织当地企业、商务客人、
市民到对方城市开展商旅活动；鼓励文旅企业
以专车形式组织市民游客到对方城市旅游观
光；支持文旅企业到对方城市开展宣传推广，设
立分支机构。共同促进双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更快地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据了解，荣县与成都、大足、潼南、荣昌、
安岳、船山均是巴蜀文旅走廊重要节点，文化
旅游产业相互关联、相互联动、相互促进，具
有很强的互补性，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
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战略部署，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节点，推动双方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快
速、健康发展。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
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生产生活条件发生根本
性改善。”5月 27日，走进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
目光所及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宜居家园。

记者了解到，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游仙
把抓好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围着群众转，推
进精准扶贫和高质量脱贫，走出了一条脱贫攻
坚的“游仙路径”，一幅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
民更富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精神引领
传承榜样精神 引领群众致富

曾经，铁炉村因地形地貌因素，交通极其落
后，人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
汗”的农耕生活。如今的铁炉村荣获国家级“中
国传统村落”，省级“四好村”、“乡村振兴示范
村”，市级“文明村”，区级“乡村旅游精品村寨”、

“示范山湾农庄”的殊荣。这离不开致富带头人
的引领，张勇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勇，1975年3月出生，是铁炉村三社人，大
专文化，1996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为铁
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2013 年 11 月 7
日，张勇同志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致肝病恶化，
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38岁。

张勇同志虽然去世，但该村在镇党委及村
支两委领导下，秉承张勇遗志、继续发扬张勇精

神，带领一方群众脱贫致富。为推进农业产业化
发展，该村成立“山湾农庄支部”，重点着力推进
一三产发展。一产以水果种植为主，其中青梅约
880亩，脆桃约650亩，大枣、桔柚、核桃约100亩。
三产主要有涂家湾农场、元福农场、海瑞达拓展
营、马丫家庭农场示范园。现已建成户外拓展训
练基地 150亩，可开展 50余个单项训练；餐饮接
待区1000余平方米，可容纳500人同时就餐。

同时，铁炉村加大乡村旅游开发力度，适时
推出“住土屋酒店、吃土碗乡村宴、打造‘一村一
主题、一田一产业；一湾一聚落、一屋一特色；一
院一组团、一庭一景致’的特色文农旅商融合发
展特色村落，助推乡村振兴。”铁炉村村支部书
记涂先国说道。

住房改造
大力推进现代夯土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铁炉村，眼前是一幢幢精致朴素的土
屋建筑，青瓦黄墙的低矮院落散布村庄甚是好
看。记者了解到，村民之所以舍弃大众化砖瓦材
料，源于省住建厅在此地推行的新式夯土技术。
2019年5月，省住建厅遴选铁炉村作为新夯土建
筑试点村落，对 46户约 8000平方米具有保护价
值的土坯房以现代夯土技术进行修复。

曾经的铁炉村因交通闭塞，经济十分落后，
到2000年，村里80%的民房还是土坯房，富裕起
来的村民们，十分珍视这些老建筑，故大多保存

完好，现在村里70余幢土屋，大多是解放初期建
筑，最“年轻的”土屋也有40多年历史。

据介绍，相较于砖混建筑，使用现代夯土工
艺筑房成本并无明显增加，同时，夯土建筑较于
砖混建筑还有冬暖夏凉、隔热除湿的巨大优势。
故铁炉村的新建房，大多采用现代夯土技术进
行构筑。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庞大的土屋群落和众多
古树、古井等资源，该村上榜2019年中国传统村
落名单，获300万奖金，将用于村里传统建筑和历
史遗迹保护性修缮。此外，游仙区住建局还为铁炉
村争取到了新构筑夯土建筑每平方米补贴400元，
翻新加固土屋每平方米补贴200元的优惠政策。

“土屋情节”加政策支撑，现代夯土技术在铁
炉村得以迅速推广应用。目前，该村已开工建设夯
土建筑4栋，其中2栋已基本完工，另2个公用建筑
正在建设中;维修加固夯土建筑已开工5套，风貌
改造和功能提升房屋10套，基本完工8套。当下，
铁炉村正依托这些“土味儿”民房，与专业化公司
合作，拟开发民宿旅游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助推
小小黄荆叶 致富大产业

在飞龙村苍山掩映下，满山生长着翠绿的
黄荆叶，依靠得天独厚、干净纯净的大山环境，
黄荆叶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黄荆叶，又称豆腐
叶、观音豆腐，含有果胶、蛋白质、纤维素，叶绿

素、维生索C等丰富的营养物质，其根、叶、种子
均能入药，是绿色、天然、健康的食品原料，更是
飞龙村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朝阳产业。

在饭都吃不饱的荒灾年月，当地人靠着吃
这种叶子挨过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近年来，
随着森林覆盖率的提高，生长环境的改变，野生
黄荆叶逐渐退化，几近消失。为保护民间传统文
化遗产，助力群众脱贫致富，该村引进常山农业
公司流转土地 600余亩，进行野生繁殖、人工培
育和产品开发。

“为保证黄荆叶生态有机，我公司采取原生
态培育模式，即栽苗后，生长期内不除草、不施
肥、不使用农药，只在成熟期进行人工采叶，管
理费用基本为零。在产品开发上，为提升黄荆叶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投资400万元占地
10亩配套建成黄荆叶分拣、加工车间，采用自动
化流水线作业，对黄荆叶进行深加工和精细加
工。”常山农业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开发并
批量生产了翡翠凉粉、翡翠挂面等系列产品，翡
翠凉粉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介绍，随着植物的生长、产叶量的增加，
随着系列产品的研发、附加值的提高，农户收益
将会得到持续增加，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助推农
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2020年企
业预计鲜叶产量 30万斤，年产值 300万元以上，
惠及当地200余名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人日均
收入50元，预计年人均增收5000余元。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张宇

四川经济日报讯 交通银行不断拓宽外部
线上合作渠道，精准对接各类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近期，交通银行分别与全国工商联和中国贸
促会建立“总对总”战略合作，并共同发起“小微
贷款直通车”项目，为各类小微、民营及外贸企
业提供便捷的线上融资服务，交行也成为首家
同时入驻前述两家机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的合
作银行。

全国工商联拥有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拥

有会员 271万余户；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作为全国性对外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拥有全国
会员企业近 7万家，其中小微外贸企业是贸促
会的重要服务对象；也就是说，交行通过与这两
个平台的合作对接，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对全
国各类小微企业服务的覆盖面。

交行“小微贷款直通车”项目主要包括两款
小微融资拳头产品，以企业纳税数据为依托的

“线上税融通”和实时自助申请免评估费的“线

上抵押贷”。直通车产品具有随借随还、抵押信
用灵活选择等优势，而且操作便捷，企业只要用
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实现线上申请，申请流程
不足3分钟。

下阶段，在“总对总”战略合作的框架下，交
行各区域分支机构将进一步加强与工商联和贸
促会在各区域分支机构的深入合作，打通线上、
线下渠道，为更多的小微企业提供更优质的金
融服务。 （李玲 范 ）

双流区在上海举办2020全球
文旅产业精品住宿高峰论坛

四川经济日报讯（刘贤虎 记者 李强）5月
29日,由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成都市
双流区投资促进“百日擂台赛”专题活动——
2020全球文旅产业精品住宿高峰论坛之“美宿
对话世界”双流精品民宿推介会在上海阿纳迪
酒店成功举办，吸引了 300余文旅知名企业共
500余人参加。

推介会上，“美宿对话世界”双流精品民宿
以主题演讲、圆桌座谈、面对面对话等形式宣
传了双流，同时推介了空港商务区、黄龙溪古
镇、空港花田等区域作为精品民宿的承载地，
突出了各景区的民宿和美食特点。

推介会现场, 裸心集团、旅悦集团、松赞集
团、西坡集团、途家、同程、驴妈妈等文旅产业
知名企业、互联网旅游大咖超过 400余位嘉宾
云集。会后, 上海隐居、上海乔盈、宝库文化等
多家企业主动联系，明确表示对双流有投资意
愿,希望进一步深入洽谈。

兴文县首批春茧开秤收购
预计产值1566万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陈远涛 叶青青 记者 杨
波）目前正是春茧收购时节，连日来，兴文县各
镇、村蚕业站点陆续开秤收购春茧。

蚕桑产业是兴文县重要的农业支柱产业
之一，发展时间长，产业覆盖面广，助农增收成
效明显。今年受疫情影响，为保障蚕农的利益，
兴文县茧丝绸公司对今年春茧实行每公斤 32
元的兜底协议价收购。

“目前从我们收购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均
价已经超过了33元每公斤，总共算下来预计五
星蚕业站支付出去的是在110万左右。”五星蚕
业站站长彭成平说。

据统计，目前全县有 12个乡镇 72个村 1.2
万余户蚕农栽桑养蚕，合计桑园面积达 9.1 万
余亩。今年兴文县首批春蚕发种 8452张，预计
生产鲜茧48万公斤，产值1566万元。

自贡川西南超大型水上乐园
将于20日开园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向添 记者 陈家
明）近日，记者获悉，林森·梦幻海螺湾水世界
将于6月13日试营业，6月20日正式开业。该园
区投入运营后将成为川西南地区独具文化特
色的高标准、超大型水上乐园项目，全力助推
大安创成天府旅游名县。

林森·梦幻海螺湾水世界是由四川林森
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8 月成功并
购原自贡梦幻海螺湾水上公园后，重新启动
的全面提升改造工程，是大安区创建天府旅
游名县的重大文旅项目。该项目占地 183 亩，
总投资约 2 亿元，新增建 2000 余万元的大型
水上游乐设施，30000 平方米的大型园林餐
饮、休闲区。园区内拥有十余项超大型水上项
目，有约 10000 平方米的海啸、海浪池、“游不
到边”的无边框泳池、长达 400 米的潮汐造浪
漂流河以及各种惊险刺激的水上滑道及儿童
小水寨等水上项目，并配有大型园林火锅、园
林休闲茶坊等餐娱设施。

《攀枝花英雄·108将》《砥砺奋
进铸辉煌》首发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侯云春）5月
29日，攀枝花举行《攀枝花英雄·108将》《砥砺
奋进铸辉煌》两本书的首发式，以此纪念攀枝
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科技攻关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回顾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英雄事迹，
传承弘扬三线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攀高峰。

《攀枝花英雄·108将》以采访实录、口述回
忆等，记录了试验组成员们参加试验攻关的亲
身经历，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感人故事。

《砥砺奋进铸辉煌》从组织准备、探索试验、试
验攻关以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系统回顾了攀枝
花开发建设的决策过程以及攀枝花钒钛磁铁
矿高炉冶炼试验攻关的全过程，客观分析了试
验成果的重大影响，总结了科技攻关取得成功
的经验。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兰 正 敏 记 者
侯 东）近 日 ，受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委 托 ，四
川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和 四 川 省 知 识 产 权
服 务 促 进 中 心 组 织 专 家 到 剑 阁 县 对“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强 县 工 程 试 点 县 ”项 目 进 行

考核验收。
考核验收组严格按照验收程序，通过走进

企业看现场、听汇报、查资料、询问座谈等方
式，详细了解了剑阁县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
县工程试点县”建设期间的组织机构建设、知

识产权管理投入、知识产权管理措施以及试点
效果等情况。考核验收组对照《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试点考核表》，逐项进行考核后，宣布
剑阁县“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项目
通过验收。

“解码中华地标·走进四川”活动
正式启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鲍安华）5月29日，
由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中华社会文
化发展基金会、北京电视台共同举办的“解码
中华地标·走进四川”活动在蓉正式启动。

四川是全国地理标志大省，目前，拥有国
家地理标志 471 个（其中，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95个，居全国第一；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176
个，居全国第二），22个地理标志被列入中欧互
认目录。全国地理标志销售额前 10名企业中，
四川就有 4个。全省设有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示范区 5个，省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
区 18个。建立各类地标产品标准示范项目 850
多个，产值5500亿元，占全省GDP的11.8％，惠
及 118 个县、3500 多个乡镇，直接从业人员近
1000万，带动农户(企业)2400多万人就业和致
富奔康。

内江城乡儿童手拉手
结对互助庆“六一”

四川经济日报讯（兰自涛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5月 30日，在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经藏村，
小志愿者正在为留守儿童表演文艺节目。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内江市东
兴区委宣传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开展“心手
相牵 筑梦飞翔”关爱乡村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组织来自城区学校的小志愿者走进省级建档
立卡贫困村经藏村，为该村的留守儿童表演节
目、赠送书籍和学习用品，并和他们结对互助，
开心迎接儿童节。

雨城与天兆食品达成总投资
15亿元合作项目意向
将建100万头现代化生猪养殖循环产业基地

四川经济日报讯（雨宣 记者 程强 文/
图）近日，雅安市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建
伟率队赴重庆天兆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实
地考察对接，并与公司董事长余平一行进行
了座谈交流，成功达成总投资达 15 亿元的
100 万头现代化生猪养殖循环产业基地项目
合作意向。

据了解，天兆猪业在生猪养殖产业链发展
上拥有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丰富的运营经验，符
合雨城产业发展定位，建成后将成为深入推进
雨城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项目，并
对雨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雨城
区将全力配合、支持、服务好项目的开发建设，
确保项目早日落地。

此次与雨城区签订的项目意向合作协议
计划投资 15亿元，将引进余式猪场 5.0楼房式
猪舍，采取“工厂化”模式和“公司+农户"模式
共同发展，拟建成集20万头种猪繁育、100万头
商品猪养殖、饲料加工厂、生猪屠宰、冷链物流
为一体化的产业集群。

绵阳游仙：传承农耕文明 助推乡村振兴

交通银行“小微贷款直通车”入驻全国工商联

剑阁县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项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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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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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节点

荣县与成渝两地有关区县签订文旅合作框架协议

米易县360名贫困儿童
圆梦“微心愿”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侯云春）5月
30日上午，米易县2020年“点亮微心愿 携手助
脱贫”公益捐赠暨庆“六一”活动在撒莲镇金花
塘村举行。市县机关单位、企业、社会爱心人
士、志愿者代表等共同向该村贫困家庭儿童送
上书包、书本、课桌、文具等爱心物品，点亮孩
子们的“微心愿”。

据悉，由米易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共青团米易县委承办的“点亮微心愿?携手助脱
贫”公益捐赠活动，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共收集
到360名贫困儿童“微心愿”。6月15日前，将把

“微心愿”礼物送到5个偏远农村乡镇学校的孩
子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