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CHUAN ECONOMICS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44 国内邮发代号：61—6 http://www.scjjrb.com通用网址：四川经济网 今日4版 总第9924期 总编辑 李银昭 值班编委 苟邦平

2020年7月31日 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一 星期五

编辑 陈凌飞 美编 赵磊 校对 胡玉萍

盛夏时节，万物繁茂。眉山市青神县青竹街
道兰沟村90余亩茉莉花正进入花期。茉莉每年
平均两个多月的花期，对于正在茉莉花田采花
的贫困户文美奎来说，6000多元的劳务费，将是
他全家今年一笔不菲的收入。90多亩的茉莉种
植面积，与眉山市 256万亩的耕地相比，犹如沧
海一粟。但这些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致富
田”，却构成了眉山市 7140平方公里土地上，一
幅澎湃的“奔康图”。

近日，数十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眉山，一线
记录乡村基层脱贫致富后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能人治村 优势产业除贫困

260 亩的水蜜香、紫花樱桃；400 亩的蜂糖
李、脆红李、凤凰李；100余亩柑橘，预计 200多
万元的全年销售收入……

记者走进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的玉龙村，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产业兴、农民富、乡村靓的
美丽画卷。但在 2014年，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因
土地贫瘠，村里的劳力大都选择外出务工。没有
种植经验，缺少销售渠道，既无技术又无资金的
村民只能望地兴叹。玉龙村村支部书记罗建国
改变了这个局面，带领村民投入资金 1200 万
元，并由村委会牵头成立了四川千农现代农业
有限公司，把村民手里闲置的土地盘活，对土壤
进行改良，科学规划品种，大力发展水果种植。

有了资金，还必须有正确的发展思路。罗建
国花了8万元，请四川师范大学设计院为7.2平
方公里的村落，进行为期七年的全域高水准、综

合型规划的编制，推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
乡村振兴。以产业为基础、“乡村旅游”为支点，
撬动新型农业产业，带动贫困群众实现“致富
梦”。

脱贫是初衷。千农公司吸纳 8 户贫困户以
土地或资金入股，公司承诺年底保底分红，贫
困户可以获得一笔稳定的收益；招聘该村 10
余户贫困户务工，负责柑橘种植、管理。平均每
人每天工资收入为 100 余元，一年工作 300 天
以上，工资收入 3 万元以上。“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公司每月专门为全村 66户贫困户
量身打造了柑橘种植技术方案，指导栽培管
理、经营销售，提升柑橘品质和销售价格，增强
综合收益，每户平均增加经济收入达到上千
元。因本人和父亲患精神疾病，家住玉龙村的
杨章全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助其脱贫，
千农公司招聘杨章全与其母亲在公司务工，杨
章全母子每月合计工资收入超过 6000 元，于
2017年底脱贫。

记者走进洪雅县中山镇前锋村。与玉龙村
不同的是，这里发展的主导产业是茶叶和葡萄
等。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两边是茂密的有机茶
园；茶园走廊上空悬挂着沉甸甸的各式葡萄。该
村位于洪雅县城西北方向，距县城4公里，面积
7.8 平方公里，辖 7 个村民小组。全村现有茶园
6000多亩，是省级文明村、四好村、环境优美示
范村和国家级“一村一品”茶叶专业示范村。

前锋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付志洪向记者介
绍，村里推行“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优先流转贫困群众土地、吸纳贫困户务工、

带动贫困户发展，组织 107 户贫困户加入茶业
专业合作社，抱团建设扶贫茶叶基地。

村里依托资产项目收入，为全镇 50户无劳
动力户提供稳定财产性收益；新增就业岗位优
先提供给贫困群众，通过务工实现贫困户增收。
付志洪还筹集资金建成一个占地 31.5亩、建筑
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现代标准化养猪场。目前，
在付志洪创办的企业中，有贫困户、贫困人口60
多人务工，占员工总数的12%。这些务工人员年
收入达2.5万元至3万元，一年就能达到脱贫标
准的要求，并具有持续稳定性。

玉龙村和前锋村只是眉山市脱贫奔康的一
个缩影，它们有着很大的共性，罗建国和付志洪
既是村里的支书又是勤劳致富的带头人，能人
治村的管理模式加上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扶贫之
路，让眉山市的奔康蓝图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精神引领 乡风文明助振兴

万年村村民严先娥背着一筐废品来到了村
上开办的“道德超市”兑换积分，带来的废品现
场评分15分，严先娥开心地兑换了价值30元钱
的物品。

精神脱贫是全面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眉
山市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是省级贫困村，现有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8户 110人，2016年率先在
全省完成了村摘帽、户脱贫，目前无增贫、返贫
人员，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6600元。

脱贫之后，路在何方？提升乡风文明，推行
“道德超市”，万年村党委把目光瞄准了提高农

民综合素质，让乡风民风、人居环境、文化生活
整体提升，让美丽乡村具有了时代的魂，成为中
国美丽乡村的典范。

张场镇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5月27日，丹
棱县率先在万年村试点设立乡风文明“道德超
市”，村民用积分可以到超市换取日常生活物
品。期间由村民自愿兑换，或者等积累到一定
分值再兑换相应商品。“道德超市”建立积分卡
发放和兑换台账，并根据积分兑换台账记录，
每年评选 1次“道德之星”，每周五在道德超市
外LED显示屏上滚动播放本周积分排行榜。按
照“好人好事、道德模范、家庭整洁、建言献策、
产业兴旺、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环境保护、党
务村务”等 10 大类 24 小类进行积分，1 分等值
2 元，积分分为党员奉献积分和村民道德积分
两大类。

“道德超市”还将“好儿女”“好公婆”“好媳
妇”“身边好人”“文明家庭”评比纳入了道德模
范类积分项，并单设了好人好事类 1星、2星、3
星专项积分项。“道德超市”让村里的道德建设
有“镜子”可照、有“尺子”可量、有“标杆”可比，
极大调动了村民守道德、讲文明、树新风的积极
性，崇德向善、自强自立、感恩奋进蔚然成风。村
民在积累道德积分的过程中，自觉融入到村级
建设中来，全村上下真正实现了村民自治、法
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在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
官网对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的公示中，眉山市丹棱县张场镇万年村“道德超
市”成为四川省唯一上榜案例。

（下转4版）

全省上半年生猪出栏量
位居全国第一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黄晓庆）截至 6月底，
四川生猪存栏 3322.7 万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41.3万头，累计出栏生猪 2228.7万头、位居全国
第一。目前全省毛猪、猪肉均价分别为 37.94 元/
公 斤 、56.67 元/公 斤 ，较 2 月 份 已 分 别 回 落
8.14%、14.85%。7 月 30 日，记者从四川上半年农
业农村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从 2月份开
始，我省生猪的出栏、存栏量都在稳步回升的背
后是我省从组织、政策、生产技术等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超常举措。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猪生产，省委书记彭
清华先后在省委常委会、全省性大会、地方调研等
多次强调要抓好生猪生产，省长尹力多次研究安
排部署，省政府将2020年出栏生猪6000万头目标
任务分解下达，县级层面明确由县委书记亲自抓，
层层压实了发展生猪生产责任。

在国家出台的“17+2”项促进生猪生产政策
基础上，我省先后出台“猪九条”“新八条”等43个
政策文件，从用地、环保、金融、保险、调运等全方
位加大对生猪复产政策支持力度，各项政策基本
得到了迅速落实，为我省生猪生产快速恢复提供
了坚实保障。

编印了《母猪快速扩繁增量提高生猪产能应
急技术措施》《新建规模猪场建设技术要求》等实用
技术手册，有效推动科学防控和发展生产。去年9
月以来全省以盆周山区、深丘地区等具有天然防
护屏障的区域为重点，布局新开工养猪场项目
2797个，社会资本投资 386.6亿元，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新增产能 2642万头，目前已有 41%的项目完
工投产。针对新开工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养殖场优
化设计方案，建设多楼层、高标准的生猪养殖圈舍，
目前多个市已开工建设多层养猪场项目65个。

四川经济日报广安讯（黄辉 贺樊丽 记者
余萍）7月 29日上午，解读广安市委五届十次
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召开，广安从“如何深度
融入重庆都市圈”“如何建设高滩—茨竹产城
融合新区”等方面深度解读了这次全会精神。

按照省委“支持广安深化川渝合作示范区
建设，探索跨省域一体化发展”的定位，广安将
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到 2025年基本建成“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示范市”。

如何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广安市区域合
作和重大项目促进中心主任胡彭说，广安将把
省委“作战图”变为“施工图”，推动与重庆及毗
邻地区实现规划统筹共融、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产业协作共兴、生态共治共保、公共服务共
建共享等，谋划搭建川渝毗邻地区合作平台，
积极探索创新合作体制机制，为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发挥探路者、先行者作用。
与毗邻的重庆渝北区携手共建高滩—茨

竹产城融合新区，是广安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
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正在编制新区建设总
体方案，待方案获得批复后按照发展规划加快
推进建设。”胡彭说，建设高滩—茨竹产城融合
新区，将重点承接重庆主城都市区产业转移和
功能外溢。

胡彭介绍，高滩—茨竹产城融合新区规划
将注重生产、生活、生态融合，通过“以城聚产、
以产兴城、产城融合、城乡一体”，打造一个宜
居宜业宜游的公园城市，建设成为重庆新型卫
星城。新区将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电子信息、新
材料等先进制造业，临空经济、现代物流、健康
养老等新兴服务业，以及特色种植业、定制农
业、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同时，还将探索经济

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与渝北区联合成立新区
开发建设领导决策机构和市场化的运营管理
平台，打造跨省域联动发展示范区。

“在交通方面，我们将主动对接川渝交通
网络规划，构建全方位、立体交通体系，推进交
通一体化。”广安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杨彭
称，广安将加快建设广安绕城高速公路东环线
及渝广高速支线，推进武胜经合川至潼南快速
通道、前锋至华蓥至渝北快速通道、S206武胜
中心镇至合川古楼镇（川渝界）等一批跨区域
的快速通道开工建设。

此外，广安还将推进改革创新，深化“放管
服”改革，探索共谋共争共建共享重大项目机
制，夯实发展平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切实增
强群众改革获得感，为争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示范市增添强劲动力。

正邦集团在内江投资50亿元
打造现代生猪全产业链发展项目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 者 毛 春 燕
李 弘）近 日 ，内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与 正 邦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举 行 了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签 约
仪式。

据悉，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内江市投
资 50 亿元人民币，打造现代生猪全产业链发
展项目，布局种猪 10 万头，年出栏肥猪 200
万头，主要实施公司+农户+贫困户、自繁自
养、代养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日，正邦集团在
隆昌市石燕桥镇的 1.5 万头种猪扩繁场也正
式开工，该项目投资 4 个亿，计划 2020 年 12
月建成。

森林草原防火整治显成效

凉山建成防火通道2419公里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记者 胡智 陈国盼）7
月26日至29日，凉山州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
基础设施建设现场推进会在西昌、德昌、盐源、木
里举行。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现场观摩，推
进会组织与会人员分两组用两天时间到西昌、德
昌、盐源、木里实地观摩，邀请国务院督导组、省政
府督导组对凉山州阶段性整治工作进行检阅、对
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指导。第二阶段在西昌
举行会议，17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发言；
观看专项整治视频汇报片。

为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凉山州初步拟定
了全州森林草原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专项整
治行动《实施方案》，制定了2020年至2021年项目
建设明细表。今明两年全州计划新建预警监测、防
火阻隔等 7 大类整治项目，涉及防火通道、隔离
带、消防水池、停机坪、瞭望台、视频监控、避雷针
等设施，总投资14亿元。

据悉，凉山州共规划防火通道4804.59公里、
应急便道（摩托车道）11023.38公里、防火隔离带
7475公里、消防蓄水池6148口、停机坪19处、瞭望
点157个。截至目前，建成防火通道2419公里、应
急便道（摩托车道）3909.65 公里、防火隔离带
3845.7公里、消防蓄水池1495口、停机坪3处、瞭
望点114个。

汛期到来、火情缓解到明年防火期之间是整
改的“黄金期”，凉山州将工作精力集中到抓具体细
节、抓关键环节上，对标重大风险、突出问题、整改
任务、完善制度“四张清单”，进一步扫除盲区、排除
死角，推动专项整治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凉山州还将把森林草原防灭火与防汛抗旱、
地灾防治、防震减灾等结合起来，建成一批实用管
用的防灾减灾救灾基础设施，通过一年的集中整
治，全面提升全州森林草原防灭火风险防控效能、
野外火源管控能力、火灾防范效果和治理水平、扑
火安全红线意识，影响制约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基
础性、源头性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彻底扭转森林草
原火灾频发的局面。

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内江遂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记者 毛春燕 李弘）日
前，遂宁市党政代表团来内江考察。随后，内江市
与遂宁市举行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交流座谈
会，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签署《遂宁市人民政府 内江市人民政府
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将在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共
兴、协同创新发展、区域环境生态环境共建、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等领域进行合作。

在内江期间，遂宁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先后前
往内江城市规划展览馆、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
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地，实地考察
了解内江城市规划建设、机械汽配产业及新医药
产业发展等情况。

遂宁是省委定位的“联动成渝的重要门户枢
纽和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内江是省委定
位的“成渝发展主轴重要节点城市和成渝特大城
市功能配套服务中心”。双方联动、深化、协同用
力，推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
这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市推动区域
协同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

眉山：绘就脱贫奔康新蓝图
□ 苏文保四川经济日报记者常坚刘枢洵

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

广安市将打造跨省域联动发展示范区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记者 董小红）
“好喝！很润嗓子。”喝完一杯麦冬茶，以色列
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潘立文忍不住点赞。

29日，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四川省外
事办公室、绵阳市人民政府在绵阳三台县举办
了第三届“驻蓉领事官员走进四川中医药”活动，
以色列、德国、新西兰、韩国、泰国等7个国家的
领事官员们深入感受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田兴军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四川通过捐赠物资、视
频会议等方式协助海外国家抗疫，取得了积

极成效。“中医药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希望大家在传统医药领
域扩大交流、增进友谊、加强合作。”他说。

记者了解到，绵阳是名扬中国的中药材麦
冬之乡，当前，该市正依托优质的生态本底和
良好的产业基础，加快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

“2020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改变，我们很久没有
像今天这样聚在一起了。中医药包含了悠久的
历史和独特的技术方法，通过今天的活动，我对
中医药有了更系统、更全面的认识。”潘立文说。

领事官员们先后来到四川绵阳三台县麦
冬博物馆、麦冬规范化种植基地、太极集团绵
阳制药有限公司等，了解了绵阳中医药产业
发展情况，进行了中医非药物疗法体验等，大
家对中医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张蹄壑对中
医药疗法赞不绝口。“今天的活动很丰富，加
深了我对中医药的认识。前几个月，我得了肩
周炎，在成都找了中医进行针灸，很快就好
了。今后我一定要多了解中医药博大精深的
文化。”他说。

驻蓉领事官员走进四川绵阳 体验中医药独特魅力
自贡市全面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记者 陈家明）7
月 30 日下午，记者从中共自贡市委十二届
十 次 会 体 会 议 上 获 悉 ，全 会 审 议 通 过 了

《中共自贡市委关于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推动南翼跨越再造产业自贡
的 决 定（草 案）》（以 下 简 称《决 定》（草
案））。市委书记范波就《决定》（草案）稿向
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布局。要对接双核
加强协作，着力加强开放功能、通道功能、产
业功能、创新功能、生态功能等协作，全面提
升协同发展水平；要协同推动南翼跨越，紧
紧围绕打造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展现
担当作为，协同打造川南渝西融合发展试验
区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新发展示范
区，积极推进川南一体化、内自同城化，形成
推动南翼跨越的骨干支撑；要做优做强县域
和园区支撑，突出县域经济特色化协同化发
展，加快形成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综合实力，
以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带动形成“1+N”园区
功能布局，协同构建独具特色的产业生态
圈，打造一批主导产业突出、竞争优势明显
的产业园区。

全会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任务。实施基础设
施体系建设行动，夯实“再造产业自贡”基础
支撑。实施现代产业支撑和园区高质量发展
行动，厚植“再造产业自贡”核心竞争力。实
施川南渝西创新创业创造新高地建设行动，
汇聚“再造产业自贡”活力源泉；实施独具特
色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成渝地区特色
消费目的地建设行动，壮大“再造产业自贡”
特色优势；实施生态建设和优化国土空间布
局行动，筑牢“再造产业自贡”生态本底；实
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示范城市建设行动，激
发“再造产业自贡”强劲动力；实施城乡融合
共建共享美丽幸福盐都行动，打造“再造产
业自贡”优质承载地。

全会强调，要切实加强全面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工作保障。要促进思想大解
放，突出能力大提升，推动环境大改善，构建狠
抓落实体系机制，建立健全高效的组织体系和
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各方参与
的良好局面。

领事官员体验中医按摩 （邓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