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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新闻

中江县副县长
带队巡查继光河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进一步
落实“河长制”工作，强化河段管理，近日，中江
县副县长周李峰带领该县民政局相关工作人
员对继光河开展了巡查工作。

通过实地巡查和听取继光镇相关工作汇
报后，周李峰强调，要加强汛期继光河岸线日
常巡查和保洁管护工作，及时清理水面及岸线
垃圾、秸秆、废弃物等；对巡河中发现的问题要
逐一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制定整改措施；
要切实引导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倡导大家共同
参与河道环境治理，确保“河长制”各项工作任
务落实到位。

成都安吉美物业六进大凉山
开展公益扶贫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成都市温江区城乡
社区志愿服务促进会与成都安吉美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联合开展了“公益扶贫捐赠，走进大
凉山”活动。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安吉美物业
与志愿服务促进会深入贫困山区，以“一对一”
的方式向当地的干部群众赠送了大批物品。

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凉山州美姑县巴
普镇中心小学举行，据悉，该校是安吉美物业
的定点帮扶基地，这已经是安吉美物业第六次
到该校进行帮扶。

启动仪式后，爱心人士和志愿者不顾舟车
劳顿，又先后前往普格县永安乡、布拖县瓦都
乡中心校等地，向当地的干部群众和贫困户捐
赠了价值12万元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其中包括
打印机3台、书包380个、棉被300床、太阳能照
明灯500盏，以及上千册科普读物。 （陈晨）

教育部《传承的力量》摄制组
走进广汉实小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王道茂 记者 童登
俊）8月1日至4日，由教育部主办，中央教育电
视台负责拍摄、制作的《传承的力量》摄制组来
到广汉市实验小学，采访录制陶笛、剪纸等传
统文化教育专题。

据悉，此次摄制组来广汉市实验小学拍摄
的是“传承的力量”中秋篇，节目将在中秋节期
间播出。摄制组分别在广汉市实验小学校园
内、房湖公园、文庙、三星堆博物馆、川王宫实
地取景拍摄，对陶笛、剪纸，以及《明月几时
有》、《坚信爱会赢》、《听我说谢谢你》、手语舞
等节目进行了外景拍摄。

广汉市实验小学校长张兴述表示，作为省
级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德阳市优秀传统文化艺
术传承学校和德阳市美育实践教育基地，学校
紧紧围绕传统文化开展文化育人、教学研究，
结合小学生思想教育实际，深入挖掘“槐树精
神”“启智文化”的现代价值。学校打造了“灵动
乐学·善思启智”文化品牌，组织师生参加“校
课超市”和“三走进”，引导学生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

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定向选聘

巴中1437名水利工程巡管员
已全员上岗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记者 何菊）今年以
来，巴中市坚持多举措抓好“面向建档立卡贫
困户定向选聘 1069名水利工程巡管员”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巴中市实际落实资金 736.2 万
元，占计划资金 641.4 万元的 114.78%；选聘水
利工程巡管员 1437 名，占计划人数 1069 名的
134.42%；已完成资金支付225.95万元。目前，选
聘的1437名水利工程巡管员已全员上岗，他们
的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巡管区域公益性水利工
程的日常巡视和管护工作；负责巡管区域水资
源保护、水利政策宣传、防汛抗旱信息传递、涉
水违法事件的劝阻和报告等工作。

四川经济日报讯（何薇 记者 钟正有 文/
图）在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有一支特殊的
队伍——城市管理女子示范岗，这支队伍成立
于 2020年 4月，由 35位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
女子组成，主要负责日常巡逻、车辆乱停放整
治，处理流动摊贩违规占道、噪音扰民等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出现在街头

巷尾，但是一些使用者在用完单车后会随意
停放，为了保障人行道的正常通行，将共享单
车排列整齐成了女子示范岗队员每天必做的
工作。别看都是女子，搬起单车来可是相当迅
速。队员邱蓉蓉说：“车还是挺重的，不过我们
也不是柔柔弱弱的，穿上制服、戴上帽子，我
们代表的就是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形象，必须

时刻提醒自己，要尽职尽责地工作。”
中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周勇在看望女

子示范岗队员时，鼓励全体队员要将“敢争第
一”的拼搏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甘于
奉献”的牺牲精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钉子精
神融入到实际工作中，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城管
队伍的新形象，在城市管理上开创新局面。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胡晓莉 记者 陈家
明）近日，自贡市大安区召开 2020年服务企业
座谈会，全区 50多家重点企业，以及自贡市职
业技术培训学院、自贡职业技术学校等 5家教
育培训机构参会。

会议传达了大安区委、区政府对今年稳就
业、保民生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要求，肯定了各企
业在保就业促发展方面的积极贡献，号召各企
业继续发扬企业家精神，克服困难，砥砺前行。

会议对各项惠企助企政策进行了全面解
读，包括厂房使用、租金减免、就业创业补贴、扶
贫优惠、社保降费、税收减免等，并鼓励企业主
动申报、应享尽享，充分把握政策红利，积极作
为，不断把企业做优做强。

会议还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政策进行
了详细介绍，各职业培训机构分别从培训
范 围 、主 要 优 势 、服 务 标 准 等 方 面 作 了 介
绍，部分企业现场与培训学校进行了职业

需求交流对接，对提高企业职工技能达成
了初步意见。

据悉，从1月起至今，大安区已经累计减免
企业国有资产租金、水电费 80余万元，减收缓
缴各类企业养老保险费3672万元，减免中小微
企业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缴费2114万元，发放
就业创业补贴资金177万元。下半年，大安区还
将继续加大减税降费扶持力度，确保企业能在
大安更好地扎根壮大。

自贡高新区红旗街道
将健康医疗送进社区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黄鸿 记者 陈家明）
近日，自贡高新区红旗街道“精神文明建设”共
驻共建签约仪式在汇东实验学校南湖校区举
行，标志着红旗街道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
了一次有益尝试，将更多惠民、利民服务送到
辖区群众身边。

当天，红旗街道与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签署了“健康医疗进社区”志愿
服务协议；与银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交
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幸福社区，共驻共
建”志愿服务协议。随后，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了题为“高考后如何跟孩子做好沟通”的
公益讲座，从“时机选择”“压力缓解”“坚定信
心”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

红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健康医疗进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签约后，两所医院将选派
专家团队到社区开展健康咨询、公益讲座和
免费诊疗，并提供家庭医生线上服务和困难
群众随访服务。同时，在举办活动前，红旗街
道会提前在业主群、公示栏发布消息，方便居
民参与。

“幸福社区，共驻共建”志愿服务项目将携
手热心企业开展困难党员、困难居民、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帮扶；开展生活垃圾、杂物、小广
告清理；开展法律法规、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
宣传，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

自贡沿滩区年出栏生猪15万头
项目预计8月底竣工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刘慿彬 陈启平
记者 陈家明）近日，记者从自贡市沿滩区农
业农村局获悉，由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 4.7 亿元，年出栏生
猪 15 万头的重大项目建设正顺利推进，预
计 8 月底竣工。

该项目占地约 1650亩，其中，父母代种猪
场约200亩，现代柑橘产业园约1000亩，家庭农
场 450亩，采取“公司+家庭农场”的模式运行，
推行育肥猪、种猪代养（自繁自养）及仔猪繁育
三种发展模式。预计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出栏
生猪 15万头，年总产值约 10亿元，带动就业约
1000人。同时，预计可带动150个单元家庭农场
增收致富，每个单元家庭农场可增收20—30万
元，带动全区合作农户每年直接增收4500万元
以上。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沿滩区养殖业稳
中有升，健康发展。预计完成水产品总产量
5850 吨 ，同比增长 2.6％ ；生猪出栏 7.55 万
头 ，占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50.33% ；家 禽 出 栏
136.22 万 只 ，同 比 增 长 11.21% ；肉 羊 出 栏
2.86 万只，同比增长 9.63%；肉类总产量 1.02
万吨，同比增长 1.03%；禽蛋产量 0.66 吨，同
比增长 15.43%。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尚永高 李正文 记
者 陈家明）“谢谢组织的关怀和慰问，我代表老
兵们谢谢了！”近日，接过自贡市自流井区委书
记黄志勇送上的慰问金，抗美援朝三等功臣、军
休干部张本荣连声致谢。黄志勇赞誉老人为保
家卫国做出的突出贡献，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
享晚年。当日，自流井区集中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对辖区驻军部（分）队及市、区消防支（大）队
进行了走访慰问，向驻军官兵、消防指战员致以
问候和崇高敬意。

长期以来，自流井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双拥”工作，以争创“省双拥模范区”活动为载
体，积极适应新形势下双拥工作的特点规律，在

不断创新发展中，稳步提升“双拥”工作质量水
平，连续八届获评“四川省双拥模范区”称号。

据悉，该区自 2015 年以来，先后三次调整
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党政军齐抓共管
的良好局面。区政府每年把做好优抚安置工
作、开展创建双拥模范城区活动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区委组织部将双拥工作纳入干部的
考核内容，区目标办将双拥工作纳入政府的
目标管理。

近年来，自流井区积极开展各类慰问活动，
为驻军和优抚对象送温暖。大力支持部队建设，
为驻军和优抚对象排忧解难。四年多来，共投入
2753余万元支持部队建设，有效改善了部队官

兵工作、学习、训练和生活的环境条件，为驻军
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同时，驻军部队主动参加地方建设。四年多
来，驻区各部队与村（社区）和自然村结对子，人
武部按照“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实行
一村、一社区的帮扶结对点，为仲权镇的百胜
村、郭街火井沱社区定点帮扶的 5户特困家庭
送去慰问金和物品共 3万余元；筹措经费 50余
万元为百胜村硬化村道4条1.5公里，帮助村民
发展龙虾、跑山鸡和生猪养殖等特色产业。此
外，四年多来，该区官兵献爱心捐款累计 73000
元，先后组织官兵 500余人参加自贡市应急献
血，献血总量达120000毫升。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尚永高 邹竞帆 记
者 陈家明）近日，在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街滨
河小区河岸边，高山井社区党委书记谢春阑带
着巡河护河志愿服务队员们一边开展环保宣
传，一边清理釜溪河岸边白色垃圾。而在数公里
外的郭街山水名苑原同济医院旁，盐都山水社
区党委书记江拓，带着巡河护河队员对金鱼河
岸进行常态巡查。守护“母亲河”碧水清波，自流
井区加力加劲、持续攻坚，以超常付出换得釜溪
河流域综合治理初显成效，7月以来，釜溪河水
碳研所断面水质已逐渐稳定在 IV类。

自流井区近期结合“双创双修”工作，深入推
进河长制，从整治水体、控制污水、修复生态等方
面大力实施流域治理。该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水生态文明建设引领
水利改革发展，充分发挥项目实施的带动作用，以
开展流域生态综合治理为抓手着力打造河长制
升级版，逐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
标。通过积极争取中央、省级项目补助资金，采取
PPP等模式筹措建设资金，计划投入近4亿元资
金，对釜溪河及金鱼河、溜根河、百节子河、旭水河
等河流进行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重点实施生态保
护与修复、防洪清障、河道清淤、水系连通、水资源
利用配置、文化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项目。

该区积极为符合申报条件的水运企业申报
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旅游码头的污染防治改造，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解决垃圾接收设施不足、生
活污水简易收集打包装置不足等问题；全面加

强码头水域检查，出动执法人员210人次，检查
船舶314艘次，检查码头81道次，出动执法车76
辆次、海巡艇 5艘次，4月底已全面完成长江经
济带船舶和码头等 6个问题整改。不断从生态
修复上下功夫，对水域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对河岸的自然林进行清杂，绿化美化河岸边坡，
计划投入400万元建设两河退耕还绿生态修复
林草带 944亩，其中造林 693亩、种草 251亩；铺
设草坪 5万多平方米、麻石及青石板台阶约 1.1
万平方米，树林面积约 7500平方米。通过河湖
生态清淤、新建连通通道、生态护岸、湿地修复、
滨岸带治理、引排水闸（泵站）建设及改造等方
式，逐步恢复河湖水系完整性，改善江河湖库水
系之间的水力联系。

合江县白沙镇
专项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四川经济日报讯 合江县白沙镇地处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今年 1
月 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
渔业禁捕以来，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促进渔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白沙镇通过开展专项行
动，强化管辖水域的监管执法，严厉打击各类
非法捕捞行为，在保护天然水域渔业资源和水
生生态环境上持续用力。

强化组织领导。白沙镇成立了打击非法
捕捞专项工作小组，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工作职责，压实工作责任。由主要领导牵头、
分管领导带头抓落实，强化对分管办（站）所、
联系村（社区）的督促指导，在全镇上下形成
领导带头、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禁捕工
作机制。

强化宣传引导。白沙镇充分利用“坝坝会”
“群众会”等契机，“面对面”“点对点”把打击非
法捕捞工作宣传到人民群众心里去；充分利用

“村村响”广播、宣传车、LED显示屏、微信、QQ
等载体，做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宣传
引导。该项工作开展以来，白沙镇利用“坝坝
会”“群众会”累计宣传近40次，利用“村村响”、
宣传车、LED显示屏等载体宣传达100次，发放
宣传单600余份，通过强化宣传引导，提高人民
群众打击非法捕捞的意识，营造全民参与、全
民监督、全民抵制的浓厚氛围。

强化定期巡查。从村（社区）、各办所、派
出所等部门抽调人员，建立巡查专班，开展
常态化巡查。由镇领导带队，定期组织夜间
专项巡查。把常态化巡查和定期专项夜巡相
结合，重拳出击，坚决遏制非法捕捞等违法
行为。全镇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50 人次，组织
开展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 20 余次，共打
击非法捕捞行为 2 起，收缴“三无”船舶 2 艘、
地笼网 58 张、竹筏 1个，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
作用。

强化监督举报。通过公布县、乡二级举报
电话，建立完善接警处置机制，强化监督举报。
共公布举报电话 5 个，群众提供线索 20 余条。
通过完善接处警机制，在接到群众举报时，立
即组织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及时制止捕捞行为
5起，规范垂钓行为10余起。（杨池能 杨晨晨）

自贡自流井区釜溪河部分断面水质稳定在IV类

自贡自流井区连续八届获“四川省双拥模范区”称号

“公益扶贫捐赠，走进大凉山”

队员整理共享单车

中江：城市管理女子示范岗扮靓城市风景线

德青源（简阳）现代蛋鸡产业示范项目投产
四川经济日报讯（曹礼芹 记者 汤斌）近

日，德青源（简阳）现代蛋鸡产业示范项目正
式投产，当日投放 10 万只鸡苗，累计将投放 30
万只鸡苗。该示范项目是简阳市重点农业招
商项目，未来将打造为简阳市农业领域标志
性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简阳市云龙镇万安
村、柏林村、石玉村，禾丰镇接龙村、牛心村，
项目总占地面积 773 亩，总建筑面积 10.27 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蛋鸡饲养场 1

座、青年鸡场 1 座、饲料加工厂 1 座、配套有机
肥厂 2座。

记者看到，鸡舍采用智能化、自动化、数据
化的饲养系统。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系统能够做到鸡舍信息实时采集，自动控制鸡
舍内环境温度，自动通风、上料、控水，实现高
度自动化、机械化，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保障蛋
鸡的安全。据悉，该项目着力打造生态农业全
产业链，收购周边区域农户的玉米等粮食作为
饲料，进行生态养殖、饲料加工，养鸡产生的废

弃物等再通过有机肥料厂加工成有机肥，销售
给农户。

该负责人表示，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青
年鸡区存栏 100 万只，蛋鸡区存栏 300 万只，将
为周边地区提供约 500余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简阳是全国生猪生产大县和生猪
调出大县，四川省山羊生产重点县，畜牧业生
产具有存栏量大，出栏量多，品种质量好，种
羊、仔猪和肉猪外销量大等特点。同时，简阳也
是家禽产销大县，常年存栏家禽 400万只，出栏

近 800 万只，禽蛋产量 2.8 万吨，其中鸡蛋产量
2.6万吨。

简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打造立足简阳、辐射全省的蛋品交易平台，
开发建设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基地，促进
简阳市现代农业三产融合发展，该市积极
与北京德青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谈
合作，引入德青源（简阳）现代蛋鸡产业示
范项目，该示范项目是简阳市重点农业招
商项目。

自贡大安区以“减税降费+创业补贴”稳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