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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得进 用得好 留得住

团结全国巴商支持家乡建设

巴商总会成立
四 川 经 济 日 报 巴 中 讯 （记 者 何
菊）为进一步凝聚巴商力量、整合巴商资
源、弘扬巴商精神、唱响巴商品牌，团结
和引导全国各地巴商支持家乡建设，共
享家乡发展机遇，
近日，
巴商总会成立大
会在巴中召开。
据悉，
巴商总会是继川商总会、达商
总会成立之后，四川省内的第三个总商
会。开元集团董事长赵思俭被推选为巴
商总会会长，巴中华兴集团董事长杨天
淑任常务执行会长。
赵思俭表示，
未来将
凝聚巴商力量，
培育巴商精英，
为全球 10
万巴商提供一个交流合作、抱团发展、建
设家乡的大平台，秉持“诚信巴商 德义
天下”
为巴商构筑一个强大的精神家园。
巴中市委书记罗增斌在会上表示：
“希望巴商成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
成为造福社会的典范。
”
据统计，
目前巴中籍从商人员超过10
万，巴中籍规模企业近 3 万，加入巴商总
会会员有 9226 个，会员企业总资产达到
4800 亿元，年产值超 9000 亿元。近几年，
巴中籍企业家在家乡投资达到 300 亿元，
参与助学、扶贫、修桥修路等公益活动支
出近3000万元，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甘孜工业投资
连续三个月实现增长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罗宇 记者
杨琦）记者从甘孜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获悉，前三季度，该州完成工业投资
129.66 亿元，同口径增长 3.4%，比上半年
加快 5.5 个百分点，其中，技术改造投资
9.29 亿元，同口径增长 46.3%，已提前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3 个百分点。
据了解，今年甘孜州工业投资在无
新投产项目拉动、新开工项目不足的双
重压力下，
积极向上对接沟通，
向下及时
分解下达任务，督导各县（市）抓好重大
项目投资入库。第三季度，全州合力攻
坚，加快两河口、苏洼龙、叶巴滩等大中
型水电项目投资建设进度，带动了整个
工业投资增速逐月回升，连续保持 3 个
月正增长，增速位居全省第 13 位，完成
省计划的 79.1%，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 1.4 个百分点。

雅安：一针一线绣出
“人才强市”
自 2016 年底开始，
雅安先后出台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实施意见、
“十
三五”
人才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等 20 多
个政策文件：
对来雅创新创业、
工作的紧
缺专业人才和高端人才，根据人才类别
发放 3 万元至 100 万元的安家补助；以
“雅州英才”工程为载体，组团巡回开展
“知名高校雅安行”等招才引智活动；对
于有意愿来雅工作的博士研究生，
“不限
时间，常年引进”……一系列引才措施，
为雅安人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柔性引才也是雅安人才工作
的一大“法宝”：鼓励市外高层次人才采
取项目合作、技术交流、挂职锻炼等方
刚柔并济 打造引才
“吸铁石” 式带项目、技术到雅安创新创业；鼓励
校地合作，
招才引智……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
据了解，上述政策实施以来，雅安
林茂则赴。”雅安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
共引进硕士研究生 468 名、博士研究生
人表示，与发达大城市相比，雅安高层
16 名。引进的硕士研究生数量是 2016
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存在较大差距， 年考核引进的硕士研究生数量的 16.8
特别是面对当前日趋激烈的人才争夺
倍，引进博士研究生总人数是前三年全
战，需要进一步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和
市事业单位引进博士总人数的 8 倍。
竞争力，建立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
度，
打造吸引人才的
“吸铁石”。
人岗相适 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如何打造“吸铁石”？雅安已有答
案：
“松绑”政策条框、
“释放”政策红利、
人才引进来了，如何用好人才？
“一
“畅通”
引才渠道。
方面积极搭建平台，为人才来雅之后提
“雅安紧缺人才，需要人才，也重视
人才，
自从 2016 年底实施
‘雅州英才’
工
程以来，
取得了良好效果，
雅安人才引进
的数量和质量有较大提升，
人才结构逐步
改善。
”
谈到雅安人才引进工作，
雅安市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开门见山地介绍说。
近年来，
雅安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人才工作，
坚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
把
人才工作放在全市工作大局来谋划部
署，
大力实施人才兴市、
人才强市战略，
打
出一套让优秀人才引得进、
用得好、
留得
住的
“组合拳”
，
为加快建设绿色发展示范
市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供更大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坚持人岗
除了为来雅人才搭建工作平台，
相适原则，最大程度做到专业特长、工 “人岗相适”是雅安尊贤重才、精准用才
作岗位、就业意愿相一致。”雅安市委组
的一个表现。挂任雅安市政府副秘书
织部相关负责人给出答案。
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佳昊，是
雅安提出，以项目实施为载体、智 “人岗相适”的代表，
“ 原本在电子科技
力 支 持 为 手 段 ，不 断 优 化 与 高 校 、企
大学主要做理论教学和研究，现在来雅
业、地方的合作模式，为人才来雅发展
安挂职，做大数据产业发展相关的工
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更多创新创业
作，
也算是学以致用。
”
王佳昊说。
的机会。
截至目前，雅安已建立国家茶检中
多措并举 健全人才服务体系
心等科技服务和创新平台 4 个，实施科
技项目 80 余个，带动项目区域群众年
35 岁的李元奇是去年 8 月入职雅
人均增收 2000 余元；建立汉源县水果、 安市科技局的一名博士，谈到来雅安工
宝兴县中药材等 18 个农业科技专家大
作的这一年多，李元奇表示非常满意，
院，为地方产业发展精准提供技术指 “如果满分 100 分的话，我会毫不犹豫
导，培训当地群众 12194 人（次）；整合
打 100 分。
”
资金 1900 万元，建立四川农业大学新
“选择雅安，
一方面是因为雅安生活
农村发展研究院名山茶叶基地等 14 个
环境很好，另一方面是因为雅安对人才
科研示范基地，累计转化科技成果 37
很重视，
在这里，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
李
项，推广新技术、新品种 66 项，取得国
元奇说，
目前，
他在雅安工作后可享受到
家专利 38 项，辐射面积约 126910 亩；建
10 万元安家补助、
每月 2000 元的人才资
立人才交流互派工作机制，定向接收四
助，
以及配偶工作安置、
子女入学等人才
川农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选派的相关
优惠政策。
此外，
雅安市委组织部还会为
产业专家到县（区）挂职县级、科级科技
在雅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发放“雅州英
副职 34 名，接收复旦大学、上海科技大
才卡”
，
在景区游览、
车辆年检等 12 项个
学 3000 余 名 在 校 大 学 生 来 雅 实 习 实
人生活服务方面开通
“绿色通道”
。
践，
其中博士研究生 29 名。
据悉，雅安每月举行一次“梦燃雅

省纪委监委约谈 6 所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纪委书记

走进川酒
“浓香帝国”
＞＞

夯实“两个责任”深化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极端工艺酿美酒

五粮液领军
“大国浓香”香飘世界

在川央企签下孟加拉国
4 亿美元 GPUFP 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讯 （李静 记者 侯
云春）记者从位于成都的中国化学工程
第七建设有限公司（简称“七化建”
）获
悉，日前，该公司与日本 MHI 公司在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同孟加拉国 BCIC 公
司签约 GPUFP 项目，其中，七化建主要
负责该项目施工和部分采购工作，签约
金额为 4 亿美元。项目建成后，可日产
2800 吨尿素和 1600 吨合成氨。
据悉，
孟加拉国化工市场广阔，
是七
化建 1986 年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开启二次创业征程的首要战场。30
多年来，相继建成 3 座化肥厂，并参与了
孟加拉国所有化肥厂大修工作，
其中，
年
产 33 万吨合成氨、56 万吨尿素的孟加拉
国吉大港化肥厂 CUFL 项目，是当时亚
洲最大化肥厂。
此次签约的项目是七化建与日本
MHI 公司和孟加拉国 BCIC 在孟加拉国
的第二次合作。七化建总经理王大林在
签约仪式上表示，公司熟知孟加拉国风
土人情，熟悉孟加拉国 BCIC 公司旗下
化肥厂建设标准，在全世界先后完成了
40 多个化肥厂建设任务，有着丰富的化
肥厂项目建设经验和良好的建设能力。

“能+”
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
打造优质供电服务新模式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唐千惠）
10 月 30 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与国网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国网雄安金融科技
集团）在成都联合发布“能+”大数据公
共服务平台暨智慧电力数据产品，加快
推进电力大数据商业化运营，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电力数据具有可信度
高、时效性强、连续性好、完整性佳、覆盖
面广等特点，
具有极大开发应用价值。
对
此，国家电网公司近年来明确提出制定
实施大数据战略，
启动了“诚信国网”
“数
字国网”建设，开展营销大数据应用，在
提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打造更加优质高
效的供电服务新模式、新生态。
此次发布的“能+”大数据公共服务
平台，具备数据共享、数据工具、数据产
品、定制服务四大核心功能，面向政府、
企业、居民用户打造能 e 系列五大产品
线，以电力数据为基础，融合多行业、多
维度数据，提供数据采集、存储治理、共
享交换等大数据全产业链服务，为用户
提供专业的大数据服务。
基于平台推出的智慧电力数据产品，
主要通过对居民用电数据和企业用电数
据的处理分析，
形成对居民、企业及政府
机构有价值的电力数据评价指标。
记者从
发布会现场了解到，
目前该产品已在成都
试点应用，
助力提升政府施策精准化、民
生服务便利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记者实地探访五粮液集团公司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记者 杨
波 文/图）近日，
“ 大国浓香 川酒芬
芳”——全国主流媒体走进“浓香帝
国”活动来到“中国白酒之都”宜宾，
实地探访“中国酒王”五粮液集团公
司，在十里酒城，感受五粮液“天地精
华、民族精神、世界精彩”的独特文化
内涵和愈久弥香的川酒芬芳。
宜宾地处四川盆地，
三江源头，
湿
度大，
全年日照时长不到 900 小时，
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粮农组织定
义为“在地球同纬度上最适合酿造优
质纯正蒸馏白酒的地区”
。
五粮液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赵东说：
“浓香型白酒属
于固态开放式发酵，对自然环境要求
非常高，
宜宾恰恰拥有这一自然条件。
”
诞生于此的五粮液，
酿酒用水是垂
直深入岷江中心河道打入地下90多米
深抽取的古河道水，
杂质少，
水质优良，

富含对人体有益的20多种微量元素。
酿制五粮液的五种杂粮并非产
自何地都可用，以产于川南重镇宜宾
者最优。特别是宜宾紫色土上种植的
高粱，淀粉多为支链淀粉，是五粮液
独有的酿酒原料。同时，宜宾特有的
黄粘土，因含沙量少、粘性强、呈弱酸
性，也是筑窖和喷窖的专用泥土。而
五粮液的十里酒城则为酿酒微生物
的生长提供了独有的生态圈。
“千年老窖万年糟，
酒香还要窖池
老”
。
浓香型好酒的稀缺往往源于老窖池
的稀缺。
目前，
五粮液已拥有全国最老的
古窖池群，
以及最多、
最大的老窖池群。
其中，
明代老窖一直从明代洪武年间延
续使用至今，
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
唯一
仍在使用的地穴式曲酒发酵窖池。
在世界最大酿酒车间——五粮
液 523 车间记者看到，每天有 3000 多

酿酒工人秉承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酿出了五粮液。
“五粮液品牌核心竞争力在于坚
持逾千年的酿造工艺。
”
赵东表示，
基于
此，
五粮液才具有
“香气悠久，
味醇厚，
入口甘美，
入喉净爽，
各味谐调，
恰到好
处，
尤以酒味全面而著称”
的独特风味。
“五粮液采用的双轮底发酵，发
酵期在行业内最长，真正做到了‘用
心不惜代价，用工不计成本，用时不
计岁月’。”赵东解释，从原料进厂、磨
粉、制曲、酿酒、勾调、包装，五粮液整
个生产过程达 100 多道工序。
今年，五粮液集团营收突破 800
亿元，明年，五粮液将跨上千亿台阶。
作为浓香型白酒的领军企业，五粮液
将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展现浓香
型白酒的匠心、匠艺、匠品，让传承千
年的
“大国浓香”
香飘世界。

（上接 1 版）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主力军和突击队。近年来，甘孜州
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有力地带动了
贫困村民脱贫增收。
2012 年康定市引进蓝逸高原食品
公司，
按照“龙头企业+牧场+专业合作
社+牧户”的经营模式，在康定、理塘建
牦牛乳制品生产及研发基地，
2017 年收
购康定呷巴乡俄达麦巴村等数个乡镇
牦牛奶总量突破 80 吨，累计发放奶款
90 多万元，牧户年均收入 3 万元左右，
最高的牧户年收入达到7 万元。
甘孜县引进康巴拉绿色食品公司，
按照
“公司+牧户”
的模式，
投资 8000 余
万元，建成年加工能力 1500 吨，集中冷
藏中心 3250 平方米 5000 吨的牦牛交易
中心。2017 年公司收购屠宰牦牛 11197
头，实现销售收入 7000 余万元，带动农
户增收 6000 余万元。
2014年丹巴县中纳顶村组织57户村
民，
筹集资金 330 万元，
成立优良薯种种
植专业合作社，
采取
“支部+农户+合作社”
模式，
在去年共计生产种薯20余万斤，
产
值达 40 余万元，
户均增收 1400 余元。
截至目前，
甘孜州已累计培育农业
企业 481 家、合作社 2695 个，家庭农场
105 个，现代家庭牧场 350 个，种养大户
3947 户，
通过
“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
“合作社+贫困户”、
“ 种养大户带贫困
户”
等形式，
带动了产业扶贫。
甘孜州通过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新

州、助成芳华”服务高层次人才活动，该
系列活动，既包含了“每月一主题”的体
验式调研、创新创业论坛等形式多样的
主题活动，又包含了每季度一次的经济
金融、创新创业等知识丰富的专题讲
座。同时，在全年度开设主题兴趣班，丰
富在雅人才 8 小时外学习圈，为更好地
服务、联系高层次人才提供了载体。
此外，雅安还实行每名市领导联系
服务 2 名人才，示范带动各级领导干部
联系服务人才 4000 余名；进一步构建
促进和保障人才发展的管理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雅安市高端人才服务中心服
务作用，发放安家补助、人才资助 236
人 705.51 万元；开展专家国情研修班等
人才活动；建设雅安智慧人才云平台，
将全市各类人才联到网上，把服务建在
“云端”，实现人才公共事务和高层次
人才办理子女入学、落户、就医等个人
事项线上办理，群众生产生活疑难问题
专家线上解答……
引才、用才、留才，当人才工作的三
部曲和谐奏响，雅安这座“最滋润的城
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绿色发
展振兴的活力也不断迸发。
朱贵晴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珊
庄祥贵

仁达村等 5 乡 7 个贫困村，实现跨村集
中抱团发展。
2017 年，该园区实现产值 5000 余
打造飞地产业园区
万元，
解决了当地 100 余人就业问题，
农
民获得土地流转租金 60 万元、
就地务工
保障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收益120 余万元。
今年10月28日，
炉霍县夜间气温已
截至目前，
甘孜州共启动现代农业
降到零摄氏度左右，
斯木镇吉绒村的蔬菜
园区建设13个，
通过
“园区+产业”
模式，
大棚里却温暖如春，
新鲜的番茄、
嫩绿的
探索
“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基
黄瓜静静地挂在藤上。
这些蔬菜大棚的存
地”
经营模式，
引进扶持龙头企业 35 家，
在，
让吉绒村的贫困户有了脱贫致富的奔
先后吸纳周边合作社850余家，
吸纳周边
头，
也几乎惠及整个炉霍县的贫困户。 35000余户村民参与产业发展，
农户通过
2015 年，炉霍县投入资金 2880 万
流转土地挣租金、
入园打工挣薪金、
入股
元，建设“飞地”产业扶贫园区，引进龙
分红挣红金的
“三金”
模式获取收益。
头企业以“龙头企业+专合社+集体经
针对部分偏远贫困村资源匮乏、
土
济+贫困农户”的股权量化的“4+”飞地
地贫瘠、技术滞后等问题，甘孜州大胆
经济模式。
探索
“跳出小圈子、
建立产业园，
跨村培
2017 年，炉霍县 52 个贫困村获分
育优势产业、集中发展特色产品”的产
红 300 万元，
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60 万
业扶贫
“飞地”
园区模式。
依托现代生态
元，
带动 1040 户户均增收 576.9 元、
4186
农业示范园区龙头企业在生产技术、
加
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143.3 元。
工处理和品牌销售中的优势，
引入贫困
“以前种洋芋，
辛苦一年，
10 亩地也
村产业扶持资金跨村集中抱团发展，
从
就收入近 5000 元，现在将土地租给公
而保障了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司，不用在地里劳作，一年租金收入就
同时，
甘孜州还加快以农特产品为
达 5000 元。
而且，
来公司务工，
一天就有
主的网货出州步伐，实施电商扶贫；以
100 元的收入；
丈夫帮公司配送蔬菜，
一
农旅、
牧旅结合，
实施乡村旅游扶贫。
月收入 5000 元。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
通过创新产业扶贫模式，
雪域高原
能挣到钱。”吉绒村村民曾兴容在蔬菜
的甘孜正加快攻坚步伐，
从最深处拔掉
大棚摘着番茄高兴地说。
“穷根”。而探索积累形成的经验，也获
理塘县的濯桑现代生态农业园区， 得了四川省委常委、
农工委主任曲木史
带动甲洼镇下依村、东珠村，喇嘛垭乡
哈的充分肯定。
型经营主体的培育，
充分发挥主体带动产
业发展的作用，
促进贫困村民增收致富。

四川经济日报讯 （何旭 记者 杜
静）为推动省管高校党风廉政建设“两
个责任”落实，10 月 29 日，省纪委监委
召开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集中约谈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问题相对突出的 6 所高校党委
书记、校长、纪委书记进行集中约谈。
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张
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纪委常委刘光
辉主持会议。
今年 5 月-7 月，省纪委组织力量
对 45 所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情况进行了调研督查。总体来看，党
的十八大以来，绝大多数高校的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呈现积极变
化。然而，有个别高校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存在二级院系党组织弱
化虚化、党委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高
校纪委监督责任履行不到位等问题。
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没有松一松劲、歇一歇脚的说
法，务必保持清醒认识，以强化主体责
任、监督专责、纪律规矩及工作机制
“四项建设”为契机，深入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进一步强化
党的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抓好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
会议强调，被约谈高校党政领导
班子要直面问题、深入剖析、积极整
改、举一反三，系统查摆和纠正学校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存在的其他
问题。要强化主体责任建设，学校党委
要切实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责，把
履行党委主体责任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坚守“主阵地”，躬耕“责任田”。党
委书记不仅要带头管好自己，更要履
行好领导责任，督促领导班子成员履
行好“一岗双责”职责，从严教育、管理
和监督干部，层层推动主体责任落地
落实。要强化监督专责建设，加强纪律
规矩建设，主动发现问题，加大执纪力
度，准确理解和把握运用“四种形态”，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实现执纪必严、
违纪必究常态化。

巴中和丽水两地经信委
携手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记者 何
菊 文/图）
“双方将在推进产业转移帮
扶、建立招商引资合作平台、开展投资
促进专题活动、探索园区共建等四个
方面开展合作。”为深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近日，浙江省丽水市经信委主任翁
伟荣同巴中市经信委主任涂光明在巴
中召开的丽水市—巴中市行业帮扶
（产业扶贫）座谈会上正式签订《丽巴
行业帮扶框架协议》。
会上，涂光明指出，东西部扶贫协
作和对口支援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策部署，两地市委、市政府对产业协作
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丽水市经信委对
口帮扶巴中产业发展，给巴中工业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他希望，丽水市经信
委进一步加大对巴中工业扶持力度，
在园区建设、产业培育、招商引资等方
面给予支持。
翁伟荣肯定了前一阶段帮扶工作，
他表示，
丽水市经信委将全面落实两地
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行业帮扶（产业

考察现场
扶贫）系列安排部署，着力发挥好东部
优势，
充分利用两地政策、
资源等优势，
重点在工业领域帮扶工业企业推进产
业配套帮扶协作、
投资促进及市场化合
作，
实现精准帮扶，
共赢发展，
力所能及
为巴中扶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会后，丽水市经信委代表团一行
还先后参观考察了巴中经开区、恩阳
区柳林食品工业园和西部云谷基地、
泰美克科技公司、国药天江药业公司、
好彩头食品公司等园区和企业。

成都开通航空救援通道
“空中 120”为生命护航
新华社成都 10 月 30 日电 （记者
董小红）记者 30 日从四川省人民医院
获悉，成都主城区范围内已开通航空
紧急医学救援通道，城市航空医学救
援体系不断完善。
“各方人员注意，温江车祸重伤员
马上降落停机坪，请地面救护人员做
好进一步抢救和转运准备！”接到呼叫
器中传来的命令不足 5 分钟，距四川省
人民医院约 200 米的四川港泰通航大
厦楼顶，降下一架橘红色的救援直升
机……30 日上午，一场航空救援演练
的成功结束，标志着成都航空救援通
道的正式启动。
“航空医学救援是现代医学救援
体系中最快捷的救援方式，能够及时

挽救生命。”四川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四川省急救中心主任曾俊介绍，直
升 机 空 中 医 学 救 援 也 被 称 作“ 空 中
120”，是目前国际上最高效的急救方
式，其运作模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
十分成熟。
“四川省人民医院将联合航空公
司，强强联手，资源共享，加快打造一
个立体化的城市航空医学救援平台。”
曾俊说。
据悉，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专业
医疗构型直升机救援覆盖半径 250 公
里，配有 3 副担架，机舱内部宽敞，机上
搭载了除颤监护仪、呼吸机、医用氧气
瓶等医学救援设备，整个机舱相当于
一个小型重症监护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