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编辑 李占庄 美编 敬雅云

6

校对 胡玉萍

电话院028-86641711 Email院xwb93@126.com

达
州
达川首届乌梅旅游文化节

达州市委常委尧达川区委书记许国斌渊左三冤袁达川区长向建
平渊右三冤在项目建设现场调研

达川区:奋力拼搏勇争先 克难攻坚谋跨越
阴 杨辉 王小龙 陈小平

步履铿锵逐梦振兴袁豪情满怀谋
求跨越遥
今年以来袁达州市达川区紧抓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袁在野五期叠加冶期袁
在布满荆棘的转型之路上袁达川发展
的脚步却步履坚实尧铿锵有力遥
今年 1原6 月袁 全区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98.97 亿元尧同比增长渊下同冤
8.0%曰 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35.20 亿
元尧增长 10.2%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5.0%袁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完
成 103.17 亿元尧增长 14.0%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55.02 亿元尧增长
14.0%曰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实现 8.79
亿元尧增长 10.0%曰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现 5926 元尧增长 9.8%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
14171 元尧 增长 9.1%噎噎一串串喜
人的经济指标在带给达川区收获的
同时袁 更折射出全区上下奋勇拼搏尧
争先发展的勇气和信心遥

达川城市风光

农行南充分行宣传金融知识
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为加强公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袁 提高社会
公众风险防范和正确使用金融服务的意识袁认真
践行社会责任袁按照监管部门要求袁近日袁农行南
充分行在全行范围内启动了以 野普及金融知识袁
提升金融素养袁防范金融风险袁共建和谐金融冶为
主题的 2017 年野金融知识普及月冶活动遥
根据活动要求袁 南充分行组建了由分管行
长任组长袁市分行内控与法律合规部尧零售银行
业务部尧信用卡与电子银行部尧三农金融部等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金融知识宣传工作领导小
组袁全面负责本次活动的内外综合协调尧拟定活
动具体方案尧活动口号收集尧标识制作尧宣传资
料的准备工作袁 并实时对各项活动筹备和开展
情况进行督导遥
渊李国富冤

仪陇农商银行下乡帮扶暖人心
根据县委尧县政府脱贫摘帽工作安排袁9 月
8 日袁由仪陇农商银行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陈双全
带队组成的野结对帮扶冶小组来到该县武棚乡土
寨沟尧楼子沟村开展对口帮扶活动遥
当天上午袁野结对帮扶冶 小组在村委会工作
人员的带领下袁 详细了解了村社的经济发展现
状袁 并查看了村容村貌及扶贫项目建设推进情
况遥在与武棚乡乡长刘双志的交谈中袁陈双全表
示, 农商银行下一步扶贫工作重点是帮助贫困
户弥补脱贫致富短板袁 并在村社现阶段已取得
成效的基础上袁明确目标袁强化基础工作袁细化
帮扶措施袁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遥
渊周子淳冤

个袁打造乡镇尧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渊点冤20 余个袁实
现 10 余个特色农产品上线交易遥

创新方法 扩大招商引资

达川商贸物流园区鸟瞰

保持定力 铸强发展引擎
近年来袁 达川区相继历经了两次行政区划调
整袁综合经济实力整体下降尧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及
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等多重因素叠加袁
无形之中增加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难度遥
经过深入分析袁全区上下认识到袁发展是第
一要务袁项目是第一载体袁有项目才有发展袁有大
项目才有大发展遥 只要保持定力袁坚持一张蓝图
绘到底袁就一定能够杀出一条野血路冶来遥
达川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在稳增长尧 促改
革尧调结构尧惠民生尧防风险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
作用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的野牛鼻子冶和野压
舱石冶袁全力以赴大抓项目尧抓大项目袁切实推进
项目建设袁扩大有效投资袁及时解决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等方面制约项目生成尧落地尧推进的
突出问题袁以项目建设促进产业转型袁以项目成
型实现动能转换遥
达川区按照野一个 项目尧一个领导尧一个班
子尧一套措施冶的工作思路袁引导全区干群发扬
野5+2冶野白加黑冶的拼搏精神袁保持轰轰烈烈尧斗志
昂扬的干事劲头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遥
金南大道建设完成建设任务的 65%袁营达高
速尧达开快速通道尧达州新机场等省市重点项目
征地拆迁工作进度超前袁国道 210 线达川工业园

区段路基工程完工袁丽天牧业百万头生猪全产业
链项目全面铺开噎噎
在艰难的转型中袁成绩来之不易袁亮点仍然
耀眼遥 一个个大型项目的落地就像一块块压舱石
一样袁压实了达川经济发展的航空母舰袁筑牢了
全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遥

转变思路 深挖产业潜力
近年来袁 达川区大力实施产业强区战略袁狠
抓现代农业尧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袁为全
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遥
作为四川省面积最大尧人口最多袁以农业农
村为主的市辖区袁达川区始终坚持把野三农冶工作
作为重中之重袁持续增加农民收入遥 围绕野强基
地尧扶龙头尧优品牌尧建新村尧促增收冶工作思路袁
大力推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尧集约化尧标准化发展袁
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袁 积极培育壮大加工龙
头袁着力打造精品名牌袁安仁柚子尧米城贡米尧达
川野双椒冶尧百节乌梅尧柑橘成为达川特色农业产
业的野五朵金花冶遥
达川区先后建成以百节镇尧渡市镇为中心的
两大乌梅产业基地袁形成野万亩乌梅产业示范园
区冶和 1500 亩规模的科技示范园袁并在此基础上
带动周边 20 个乡镇连片种植乌梅 10 万亩袁成功
举办首届乌梅旅游文化节袁被中央电视台叶新闻

金融知识进万家 广发信用卡为市民防盗刷野支招冶
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为用户带来了快捷和
便利的消费体验袁但随之而来的盗刷问题也让人
忧心遥日前袁广发信用卡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金
融知识宣传服务活动袁将金融知识和优质服务送
到千家万户遥面对盗刷频发的现状袁广发信用卡
积极为消费者支招遥
在餐厅尧超市等高频小额消费场所袁经常输入密
码刷卡买单袁无形中增加了密码被窥探的风险遥广发
信用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袁 消费者可以利用广发信
用卡的小额免密支付服务袁 根据用卡需求自行设置
100 元-500 元的野免密限额冶袁这样在人多的地方刷
卡也不怕被看到密码袁大大降低用卡风险遥
海淘尧出境消费袁已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袁
但境外消费被盗刷也常有发生遥据了解袁广发信用

卡创新地推出了野交易安全开关冶平台袁通过这几个
可控的野开关冶袁持卡人可以自主管理境外交易权限袁
出国旅游回来马上关闭境外交易功能袁需要时再开
通袁即时生效袁最大程度保障账户安全遥
此外袁广发信用卡业内首家推出野交易安全
卫士冶袁无论是刷卡盗用还是网络盗用袁无论盗用
交易是否在挂失前 48 小时内发生袁 只需及时挂
失卡片袁按时提交赔付申请材料袁就能向银行提
出赔付申请袁避免盗刷带来的资金损失遥
面对各种盗刷风险袁在享受移动支付带来的
便利的同时袁提前防范才是重点遥广发信用卡持
卡人可下载 野发现精彩冶APP袁点击左侧菜单栏信用卡-卡片管理-安全设置袁 即可进行安全保
护设置袁全方位保障用卡安全遥
(李华)

直播间曳宣传报道遥 达川区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单位袁九岭青花椒成
功申报 A 级绿色产品袁实现了国家绿色农产品认
证零的突破遥
在大力提振农业现代化水平助推脱贫奔康
的同时袁达川区毫不松懈抓好现代工业提质增效
和现代服务业的提升壮大袁全力推进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遥
达川区立足煤炭尧岩盐矿尧石灰石等资源优
势袁按照野做强主导产业尧壮大骨干企业尧做实发
展平台尧大中小微并举冶的思路袁紧盯工业野止跌
回升冶目标不动摇袁深入实施企业稳增长野双二
十冶工程袁积极主动为工业经济问诊把脉袁减轻企
业负担袁降低生产成本袁确保各项利好政策效果
最大化遥 今年上半年袁完成工业投入 12 亿元袁技
改投入 11 亿元袁新开工创宏化工等 2000 万以上
项目 3 个袁竣工宜华酒业等项目 2 个遥
着力加快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建设袁建成了达
州城乡配送物流尧秦巴医药物流和川东北航空物
流服务通道等 3 个省级重点物流项目袁秦巴物流
园区 450 万吨货场正式投入运营袁新培育营业额
2000 万以上三方物流企业 3 家遥 新增电商企业
64 家袁实现线上交易 2000 万元遥 加速电子商务与
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袁引导批发尧零售尧商贸服务等
行业深化互联网应用遥 建立全市首个电子商务
野双创冶园袁发展电商企业 10 家袁建立电商平台 3

达川区上下联动袁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经济
发展的重要抓手遥 积极探索立体化招商模式袁按
照野谋划在先尧争取在先尧重在落地尧重在见效冶的
工作思路袁 围绕补齐发展短板分门别类找项目尧
引项目遥 全区上下树立野一盘棋冶思想袁从区领导
到部门负责人袁个个铆足干劲袁找准招商引资切
入点袁从促进区域结构优化升级入手袁从产业链
最急需的环节入手袁从产业聚集最重要的项目入
手袁瞄准重点产业尧区域和客商袁吸引更多的外地
客商到达川投资办实业遥
为留住客商袁 让企业安心投入生产经营袁达
川区牢固树立环境就是动力尧环境就是生产力的
观念遥 坚持打好野感情牌冶尧当好野店小二冶袁大力营
造野能赚钱尧不受气尧条件好冶的投资环境袁做到联
系更勤尧出手更快尧服务更好袁努力打造野低商务
成本尧低行政成本尧低社会成本冶的投资洼地遥
为最大限度发挥招商引资野洼地效应冶和野聚
集效应冶袁做大做强招商载体袁达川区始终把加强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放在
重要位置遥 按照野工业向园区集中尧项目向园区集
聚尧政策向园区倾斜尧资金向园区保障冶的发展思
路袁坚持野宁让设施等项目袁不让项目等设施冶的
原则袁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袁采取政府投入尧多
元融资等方式袁持续加大达川工业园区尧秦巴物
流园区和商贸物流园区建设力度袁着力增强园区
项目的承载力和吸引力遥
4 月 5 日-7 日袁参加野2017 年中外知名企业四
川行冶成功签约项目 13 个袁总投资 72.02 亿元曰5 月
4 日-6 日袁 参加第二届达商大会成功签约项目 4
个袁总金额 7.5 亿元曰9 月 8 日袁区人民政府在第五
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与重庆钰淳汽
车配件有限公司签订了总投资 5 亿元的野重庆钰淳
渊达川区冤汽配工业园建设项目冶协议噎噎
一项项快尧准尧实的措施从纸面到落实袁一串
串利好数据回应着达川上下奋力稳增长促发展
的决心遥 百万达川儿女将继续保持定力袁以久久
为功的钉钉子精神袁沉着应对各种挑战袁以奋发
有为的朝气袁以攻坚克难的勇气袁以创先争优的
锐气袁乘势而上袁再攀高峰袁再创佳绩浴
渊图片由达州市达川区委宣传部提供冤

科技筑梦创新成长 野探知未来冶一直在路上
近日袁广东茂名十六中的何泽斌尧柯鸿宗
两位同学再次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袁 这一次袁
他 们 前 来 见 证 2017 年 野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全国青年科普创新
实验暨作品大赛冶的全新开启遥在去年的比赛
中袁他们所在的茂名十六中雏隼队贡献了大赛
有史以来首个野创意 & 科普冶双料冠军浴
这并不是茂名十六中与野探知未来冶赛事
的第一次结缘袁早在 2013 年大赛中袁来自该
校的 野联 合 团 队 冶就 获 得了 安 全 保 护 命 题高
中组的全国亚军袁 除团队成员获得奖品外袁
他们所在的学校更是获得了三星捐助的
SMART SCHOOL 智能教室遥 以此为契机袁
茂 名 十六 中 在 校 内 大力 推 广 科 普 教 育 并 连
年取得优秀成果遥
这只是野探知未来冶赛事给中国科普教育

带来变化的缩影遥自 2013 年起袁中国三星联合
中国科协科普部尧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等共同发
起野探知未来全国青少年科普创新大赛冶袁至今
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四届遥可以说袁如今的野探
知未来冶 已经成为全国科技赛事的经典 IP遥
2017 年 9 月袁大赛以全新升级的面貌迎接更多
充满智慧与创意的参赛团队袁掀起新一轮中国
青年科普热潮遥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尧科学的希望遥连续
五 年 独 家 支 持 和 深 度 参 与 野SOLVE FOR
TOMORROW 探知未来冶大赛袁三星在用实
际行动助力中国青少年科技尧科普教育遥正如
三星进入中国 25 年以来一直坚持的 野分享经
营冶理念袁三星通过开展在中国的各项社会公
益活动袁 力求将经营成果与中国社会共享袁为
更多人带去梦想和希望遥
(李华)

三年增长五倍 十万亿规模迎接招行托管十五年庆
近年来袁随着利率市场化尧人民币国际化尧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进程的推进袁资产管理行业
蓬勃发展袁资产托管行业也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
遇遥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走过了十五年发展历

程遥截至今年 6 月末袁托管资产规模达到 10.63 万
亿袁位居国内托管行业第二袁三年间托管规模增
长 5 倍袁资产托管业务发展结出了丰硕果实遥
渊杨文冤

招行成都分行与你野温情共享冶亲子剧
近日袁招行成都分行在凯德天府自由戏剧剧
场举办了招商银行野荣耀之路 温情共享冶西班牙
温情亲子剧专场活动遥
据悉袁叶黑色甜猩 KIBUBU曳是西班牙国家戏
剧网站推荐剧目袁 曾获多项儿童戏剧节大奖遥

Xebas 和 Coco 是一对成功拥有更多表演热情的
组合袁戏剧围绕他们与黑色甜猩 KIBUBU 之间发
生的关于尊重与自由的故事展开袁虽然全剧没有
一句对白袁但他们却用毫不压抑的肢体语言给大
家完美诠释了尊重与自由的可贵遥
渊杨文冤

公募 FOF 大幕开启 华夏基金厉兵秣马抢先出击
上周五市场期待已久的公募 FOF 正式获
批袁基金行业步入 FOF 时代遥9 月 11 日袁华夏
基金携手全球领先的 FOF 管理人罗素投资召
开业内首个公募 FOF 业务获批新闻发布会袁
多位业内专业人士汇聚一堂袁 共话公募 FOF
发展及未来遥
华夏基金副总经理李一梅表示袁华夏基金
FOF 产品的核心是基金经理帮您选基金袁帮助
投资者解决基金投资方面的痛点和困扰袁让普
通投资也能享受过去高净值人群或机构投资
者才可能享受的专业投顾服务袁为每一位 FOF

持有人省去择基尧资产配置和基金后期管理的
烦恼袁享受更专业尧更合理的资产优化配置服
务遥最近三年袁华夏基金一直为 FOF 业务厉兵
秣马袁从选择合作伙伴尧重塑投研体系尧丰富产
品线袁再到挑选精兵强将成立专门的资产配置
部门袁以及完成精心尧全面的产品设计袁可以说
已是万事俱备遥
公募 FOF 大幕已经开启袁 基金行业迎来新
的发展空间遥国内行业领军者华夏基金和国际知
名 MOM/FOF 管理人罗素投资的强强联合将擦
出怎样精彩的火花袁值得拭目以待浴
(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