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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江蟠龙青花椒产业发展
获省农业厅肯定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钟正有)近
日袁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张强到罗江县
蟠龙镇调研青花椒基地产业发展等工
作袁罗江县副县长胡勇尧县农业局局长
唐华明陪同调研遥
张强一行实地参观了该镇万亩特
色农业产业园袁听取了镇党委书记陈玟
奇关于产业发展规划尧产业发展现状及
产业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等情况汇报遥
张强对该镇发展青花椒产业系列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袁 并指出院 一是要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袁 最大化实现土地
价值袁 积极扩大产业规模曰 二是探索
新型 农 业 种 植 技术 袁 提 高 产 品质 量 曰
三是扩展 野线上线下冶 销售模式袁 带
动经济发展遥

长宁全国热气球锦标赛
助力文体旅游融合发展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 渊宋成均 记
者 杨波 侯云春冤 记者从长宁县获悉袁
2017 中国热 气球 锦标赛 将于 11 月 24
日至 30 日在该县举行袁届时袁将有 50 支
国内顶级的热气球队伍参赛遥
2017 中国窑长宁蜀南竹海全国热气
球锦标赛以野飞越竹海窑畅游长宁冶为主
题遥 其间袁 除了顶级的热气球专业比赛
外袁文艺演出尧热气球空中婚礼尧热气球
跳伞表演尧喷火游行尧亮球仪式等多项活
动也将精彩呈现遥届时袁游客在观赏竹海
碧空精彩比赛的同时袁 还能体验长宁的
生态之美尧人文之美尧环境之美袁品尝竹
海美食遥
据悉袁 热气球是一项融娱乐性尧 观
赏性尧 竞技性于一体的充满挑战的航空
运动遥 全国热气球锦标赛举办权争取到
长宁袁 落户到竹海袁 有利于大力发展全
域旅游袁 推动传统观光旅游向健 康养
生尧 休闲度假尧 互动体验旅游转型袁 提
升蜀南竹海旅游品质袁 加快了蜀南竹海
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步伐袁 为更好
地展示蜀南竹海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资
源袁 推进长宁县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遥

成都菊花展亮相人民公园

首推野互联网+赏花冶新模式

市民拍照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鲍安华
文/图冤 为期一个月的第五十五届菊花
展 10 月 21 日在成都人民公园开展遥 本
届菊展以 野少城菊韵窑雅溢金秋冶 为主
题袁 其间将展出菊花品种 800 余个 10
万余盆袁 堪称西南地区菊花品种最齐的
一次菊展遥
为了更好地与市民互动袁 本次菊花
展首次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新技术袁 创新
野互联网+赏花冶新模式袁市民只需通过微
信平台开展扫码识花袁 就能快速查找到
喜爱的菊花品种科普知识遥
围绕本次菊展主题袁 人民公园布置
了八组主题景点袁分别是金秋花瀑尧长虹
之势尧鱼跃龙门尧绿色生活等袁充分展示
菊花的传统品种尧栽培技术及菊花文化遥
同时袁 除了精美的主题造景袁 此次
菊展最大的亮点袁 就是联合腾讯推出了
微信 野识花君冶 的 野互联网+赏花冶 新
模式袁 首次推出 野人工智能陪您逛 菊
展冶 的新概念遥

德阳首届律师辩论赛
检验律师队伍业务技能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渊记者 刘蓉冤
为教育和引导律师自觉争当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参与者尧推动者袁努力为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德阳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
务袁近日袁由德阳司法局尧德阳市律师协
会主办的首届律师辩论赛初赛圆满举
行遥 德阳市 18 家律师事务所组成 21 支
队伍参赛遥 经过激烈的角逐袁11 支队伍
晋级遥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袁进入复赛的 11
支队伍袁胜出者还将参加 27 日举行的半
决赛和决赛袁最后将评选出团体奖 10 名
渊即院冠军尧亚军各 1 名尧季军 2 名尧优秀
团队 6 名冤袁单项奖 20 名渊即院十佳辩手
10 名和十佳风采奖 10 名冤袁比赛将本着
公平尧公开尧公正的原则袁赛出德阳律师
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风采袁
据悉袁 此次辩论赛是德阳律师行业
举办的首次辩论赛袁通过活动的开展袁将
有力提高律师队伍的素质袁 提升律师社
会形象袁 检验律师队伍的业务技能遥同
时袁向社会公众传播法律知识袁弘扬法治
精神遥

内江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护航脱贫攻坚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渊冯瑶 记者
毛春燕冤近日袁内江市委外宣办尧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 2017 年第 12 场新闻发布
会袁内江市财政局副局长唐荣就财政支
持脱贫攻坚的相关情况作介绍并回答
记者提问遥
记者从会上获悉袁为保障脱贫攻坚
的顺利推进袁内江市建立了财政投入稳
定增长机制袁 要求 2016-2020 年市尧县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不低于财政经
常性收入增幅袁到 2020 年要在 2015 年
的基础上翻一番遥
实际上袁 投入翻番的目标早已实
现遥 2017 年至今袁内江市县本级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投入 13575 万元袁 是 2015

年的 8.3 倍遥
为扎实保障脱贫攻坚资金需要袁着
力解决扶贫资金来源问题袁内江建立了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尧整合资金尧金融资
金等多元化投入机制袁为财政支持扶贫
引入了野资金活水冶遥
为集聚各类行业资金支持脱贫攻
坚袁该市出台了叶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
涉农资金整合的实施意见曳袁按照野多个
口子进水尧一个池子蓄水尧一个口子放
水冶的原则袁以县为主体袁大力整合各类
行业资金投向脱贫攻坚领域遥 2017 年袁
内江以省级财政专项扶贫项目为平台袁
整合涉农资金 9744 万元同步投入到项
目建设遥

除了加大投入保障外袁该市还采取
了野财政投资受益扶贫尧扶贫基金救助
扶持冶等多方面扶贫支持措施袁多举措
支持贫困村尧贫困户发展遥 内江市东兴
区红林村便是该市大力实施财政投资
收益扶贫的一个典型遥
2016 年袁该村通过财政投资收益扶
贫项目发展水产养殖袁并将取得的收益
分配给 45 名贫困人口袁2016 年人均取
得分红 1080 元遥
唐荣介绍说袁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
推进袁一部分自身发展能力较强的贫困
户成功脱贫袁存量的贫困户大多缺劳动
力尧缺资金尧缺技术袁自主发展产业增收
较为困难遥 为解决这一问题袁内江在全

第五届冰山彩林窑生态文化旅游季盛邀八方客

省率先开展财政投资收益扶贫袁由财政
安排资金尧村集体统一建设经营性固定
资产袁资产平均量化给贫困户袁通过计
价入股尧承包租赁尧自主经营等形式实
现收益袁再将收益分配给贫困户袁使贫
困户实现野旱涝保收冶遥 这种模式受到了
财政部尧省财政厅的充分肯定袁并在全
省推广遥
2017 年袁内江财政继续推进财政投
资收益扶贫模式袁落实省级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 1359 万元尧 安排市级资金 1210
万元袁 支持 65 个贫困村开展财政投资
收益扶贫袁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实施遥
针对患重特大疾病或重度残疾尧深
度贫困的贫困户袁 内江市在按照省上要

求建立贫困村产业扶持基金尧 扶贫小额
信贷分险基金尧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尧卫生
扶贫救助基金等四项扶贫基金的基础
上袁创新设立了总规模 1200 万元的特殊
困难帮扶基金袁实施特殊帮扶遥
截至 9 月底袁 内江市共发放贫困村
产业扶持基金 5358 万元袁帮助 26468 名
贫困人口发展产业曰利用分险基金袁引导
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用贷
款 3316 万元袁 帮助 4077 名贫困人口解
决资金短缺问题曰 发放教育扶贫救助基
金 591 万元袁 惠及 6182 名贫困学生曰发
放卫生扶贫救助基金 112 万元袁 惠及
776 名贫困患者曰 发放特殊困难帮扶基
金 120 万元袁帮扶贫困户 2672 户遥

平昌力争把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 渊记者 何
菊冤10 月 21 日上午袁平昌巴河窑首届国
际休闲垂钓大赛在白衣古镇游客接待
中心广场开幕遥
巴中市委常委尧 市总工会主席袁
闻聪表示袁平昌作为巴中东部桥头堡袁
近年来坚持走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道
路袁 把体育设施建设与城市景区建设
同步推进袁 把体育名片与城市名片同
步宣传袁真正把体育融入到群众生活袁
多次成功举办国际大型赛事活动袁在
全市树立了标杆旗帜袁 为全市的体育
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遥 此次垂钓
大赛的举办袁 必将为推动平昌旅游再
上新台阶遥
平昌县委书记蒲开文说袁 近年来袁

平昌坚持把旅游业作为绿色崛起尧脱贫
奔康的重要抓手袁坚持体旅融合尧文旅
融合尧农旅融合尧城旅融合袁深入实施
野旅游+冶战略袁着力构建全域全景全产
业链旅游格局遥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尧 全省乡村旅游强
县尧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区袁建成全国最
大的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袁成功创
建佛头山尧巴灵台尧驷马水乡尧南天门尧
三十 二梁 5 个 国 家 AAAA 级 旅 游 景
区袁拥有 12 张野国字号冶旅游品牌遥
未来平昌将进一步坚定全域旅游
发展的信心袁深入推进野旅游+绿色农
业冶野旅游+新型工业冶等袁把旅游业培
育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袁 加快
建设旅游经济强县遥

黑水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项目签约

签约 7 个项目 总投资约 12.7 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渊记者 庄媛 文/
图冤由四川省林业厅尧阿坝州人民政府
主办袁黑水县人民政府尧达古冰山管理
局承办的 野圣洁冰山窑多彩黑水冶2017
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暨黑水县第五届
冰山彩林窑生态文化旅游季 10 月 20 日
在黑水开幕遥
黑水县委书记刘云建致辞袁省林业
厅副厅长包建华袁阿坝州委常委尧州总
工会主席金吉昌发表讲话袁阿坝州旅游
协会会长陈钢宣布开幕遥开幕式上进行
了四川省森林小镇授牌仪式和绿色发
展宣誓仪式遥本届生态文化旅游季将持
续到明年 3 月遥其间袁黑水县将举行原
生态山歌比赛尧彩林季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园区项目签约仪式尧 民俗体验活
动要要
要野来藏家度深秋冶尧原生态锅庄大
赛尧美食品鉴尧长征再出发尧第八届冰雪
节尧 到藏家过新年为主的系列特色活
动袁旨在让游客线下体验尧线上互动交
流袁分享彩林盛景的快乐遥
黑水县自然环境造就境内丰富的
生态资源和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和众多
自然风光遥 每年 9 月至 11 月袁 秋风扫
过袁满山斑斓尧层林尽染尧如火如荼尧恍
如仙境遥大片的彩林像是画家打翻的调
色板袁 漫山缤纷如临风飘荡的画卷袁堆
红叠翠的山坡如锦缎玉帛袁色彩眩目让
人心醉袁 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
者遥黑水彩林主要由奶子沟尧达古冰山尧
三奥雪山尧卡龙沟尧红军大峡谷野五沟冶
彩林组成袁长达八十里袁总面积近 3000
平方公里遥
当前袁黑水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正
进入提档升级的关键时期袁在实施文化
体制改革尧 加快文化产业建设大背景
下袁该县着力拓展特色文化内涵袁提升
旅游品位袁按照野文旅相融袁农旅结合冶
的基本原则袁用旅游推进融合袁用融合
提升产业袁用产业促进发展袁把绿色发
展理念融入到环境保护尧制度建设等各
项工作中袁围绕推进绿色尧循环尧低碳发
展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袁在努力创建野岷

江上游生态屏障县冶和野国家生态文明
试点示范县冶的路上加快步伐袁黑水县
进入旅游发展的快车道遥
依托生态文化资源袁借助彩林景观
优势袁 黑水县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袁建
设彩林景观大道袁培育民宿新模式尧野三
微三态冶建设袁野一村一景冶打造等方面
狠下功夫袁推动旅游大发展袁旨在为游
客充分展示亚洲面积最大尧色彩层次最
丰富尧观赏时间最长尧冰山彩林结合最
好尧彩林藏寨结合最佳的多彩黑水遥
野十三五冶以来袁黑水县紧紧依靠丰
富的生态旅游和民俗文化资源袁 立足
野冰山彩林冶两大核心品牌袁按照野一心
一环两带三区冶渊野一心冶 即县城芦花镇
为旅游集散中心袁野一环冶环红原机场经
济圈袁野两带冶即卡斯达温乡村旅游风情
带和音乐彩林风情带袁野三区冶即冰山彩
林度假区尧藏族民俗风情体验区和音乐
彩林休闲度假区冤 的旅游发展空间布
局袁为黑水县做强做热秋季旅游埋下了
伏笔遥
根据黑水秋季独树一帜的景致袁该
县制定出野特色更特袁优势更优袁做强一
季袁带活全域冶的旅游发展思路袁着力打
造全国秋季知名旅游目的地遥
2017 年至今袁黑水县接待游客 96
万人次以上袁实现旅游收入 8.3 亿元遥

黑水旅游线路推荐>>

一尧主题线路院
1.冰山彩林温泉旅游线路渊康养
休闲游冤院成都寅汶川渊地震遗址冤寅
茂县渊九顶山冤寅黑水渊卡龙沟尧达古
冰山尧雅克夏国家森林公园渊奶子沟
彩林区冤冤寅壤口寅理县渊米亚罗红叶
区尧古尔沟温泉冤寅成都
2.藏羌民俗文化旅游线路渊避霾
养肺游冤院成都寅汶川渊龙溪羌人谷冤
寅理县渊桃坪羌寨冤寅壤口寅黑水渊吉
祥奶子沟尧康养羊茸尧红色昌德尧七彩
甲足尧达 古 冰山 尧卡 龙 沟 尧色 尔 古 藏
寨冤寅茂县渊坪头羌寨尧中国古羌城冤

寅成都
3.红色文化体验旅游线路 渊忆苦
思甜游冤院 成都寅汶川寅茂县寅黑水
渊徐向前指挥所尧 芦花会议会址尧 达
古冰山尧 红色昌德冤 寅红原寅松
潘寅成都
二尧内环线路院
1.两日游
D1院成都出发尧游色尔古藏寨尧知
木林彩林区尧卡龙沟渊住卡龙冤
D2院游达古冰山尧雅克夏国家森
林公园渊吉祥奶子沟尧康养羊茸尧红色
昌德尧七彩甲足冤尧返回成都
2.三日游
D1院成都出发尧游色尔古藏寨尧知
木林彩林区尧游卡龙沟渊住卡龙冤
D2院游达古冰山尧雅克夏国家森林
公园渊吉祥奶子沟尧康养羊茸尧红色昌
德尧七彩甲足冤尧渊住康养羊茸或县城冤
D3院游哈姆湖尧三奥雪山彩林区尧
返回成都
3.四日游
D1院成都出发尧游色尔古藏寨尧红
军芦花会议会址尧体验藏家美食及体验
县城全景渊住县城冤
D2院游达古冰山尧雅克夏国家森林
公园渊吉祥奶子沟尧康养羊茸尧红色昌
德尧七彩甲足冤尧渊住康养羊茸或县城冤
D3院游哈姆湖尧三奥雪山
D4院游卡龙沟尧返回成都
4.五日游或多日游
D1院成都出发尧游色尔古藏寨尧红
军芦花会议会址尧体验藏家美食及体验
县城全景渊住县城冤
D2院游达古冰山尧雅克夏国家森林
公园渊吉祥奶子沟尧康养羊茸尧红色昌
德尧七彩甲足冤尧渊住康养羊茸或县城冤
D3院游哈姆湖尧三奥雪山彩林区尧
红军芦花会议遗址尧泽盖风情小镇渊住
县城冤
D4院游知木林彩林区尧卡龙沟渊住
卡龙冤
D5院游晴朗红军大峡谷尧返回成都

在合作社打工有工资袁还能分红当股东要要
要

道孚产业增收做好野猪冶文章
野张总袁明天早上给我们酒店送 80
斤肉冶野张老板袁我们工地今天需要的猪
肉增加 40 斤袁一共是 150 斤冶野张总袁记
到我们的猪肉哦袁亲戚些都在等到做腊
肉哦噎噎冶近日袁道孚县麻孜乡互助脱
贫农民专业养殖合作社总经理张建康
不停 地接到各种求购猪肉的电话 遥据
悉袁 自 9 月 19 日在道孚县城设立两个
摊位售卖以来袁 合作社卖出 120 头猪袁
超出了预期袁这让一度担心销路的张建
康喜笑颜开遥

打捆资金 贫困村成合作社股东
麻孜乡共有 6 个贫困村袁占全乡行
政村总数的 42.86%袁贫困面广尧贫困人
口多且贫困原因不同袁2016 年 9 月袁该
乡整合 6 个贫困村打捆成立麻孜乡互
助脱贫农民专业合作社袁并引进内江市
东兴区富美康养殖公司袁 将每村 15 万
元共计 90 万元的产业周转金和每村 2
万元共计 12 万元的精准扶贫党员示范
工程袁 加上郫都区援助的 90 万元共计

192 万元袁入股共同成立道孚县康丽种
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遥

产业扶持 打开贫困户致富门
野碧绿草原犹如仙界袁 牧羊人家的
故乡盛开的生命之花是道孚藏寨的点
缀噎噎冶正在养殖合作社清理猪圈的洛
尔瓦村 40 岁贫困户泽西翁姆最近的心
情格外好袁在合作社打工每天都有 150
元的收入袁她家的 1000 斤苹果和 2000
斤土豆以 3.4 元/公斤出售给合作社袁最
近她从合作社那里了解到猪肉的销路
很好袁合作社下个月就要分红了袁她粗
略地计算了一下袁平时务工和此次分红
她家今年将增加 2 万元的收入袁比起以
前每年依靠种植传统作物的几千元收
入袁实现大幅增收遥
野我们村今年共收了 8000 斤苹果
和 16000 斤土豆袁以 3.4 元/公斤出售给
合作社袁一共有 8 万多元的收入袁村民
的收入增加了袁大家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也提高了遥冶功龙村长便巴高绒介绍说遥

入股分红 幸福的好日子来了
记者了解到袁合作社为保持猪的营
养均衡袁以麦麸尧玉米面作为主食袁辅以
道孚出产的土豆和苹果袁合理的餐食配
比确保肉质的良好口感遥
目前袁 合作社大小藏香猪存栏 580
头袁 合作社已经与成都市郫都区亿米米
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销售合同袁12
月 15 日之前袁合作社将屠宰的 240 头真
空包装藏香猪鲜肉以 76 元/公斤运输至
成都上市袁10 月 23 日袁 合作社在道孚县
城第三个摊位就要开张了袁 下个月合作
社开始筹措第一次分红了遥野最开始还担
心销路袁担心不能够给大家增收袁压力很
大袁现在猪肉的口碑好袁那么好卖袁我们
对产业发展很有信心袁 村民们对未来充
满希望遥冶油龙村村支书巴措开心地说遥
截至记者发稿时袁合作社第一次分
红的 12 万元已经在打款了袁贫困村尧贫
困户们翘首盼望的幸福日子即将到来遥
张德禧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琦

四川经济日报讯 渊记者 庄媛冤10
月 21 日袁第五届冰山彩林季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园区项目签约仪式在黑水
举行遥 园区项目吸引多家企业前来投
资洽谈袁现场签约 7 个项目袁涉及旅游
开发尧农产品加工尧出口蔬菜种植等多
个领域袁总投资达 12.698 亿元遥
此次签约的 7 个项目包括院野雅克夏
雪山窑涤心谷民宿小镇冶尧三奥雪山景区旅
游产业开发尧特色农牧产品加工及一三产
业融合发展尧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尧出口
港澳蔬菜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尧色湾藏香
猪冷鲜肉加工尧300 余吨核桃收购遥

近年来袁黑水高度重视对外招商工
作袁为商家提供优质野一站式冶服务遥简化
对招商项目审批尧登记等手续的办理程
序袁对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的审批
事项袁一律实行野联合办件尧并联审批冶袁
实施野绿色通道冶和野一站式冶审批服务袁
并对投资项目实行全程跟踪服务遥
黑水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何晓兵表
示袁黑水农业尧旅游尧文化资源富集袁目
前正在全力实现以 野旅游快速交通网
络冶为中心的野3 个 1 小时冶交通发展目
标袁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袁希望有更多
企业到黑水考察袁投资兴业遥

抓实项目储备 突出招商引资

普格项目建设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四川经济日报凉山讯 渊英比韦慕
记者 胡智冤今年以来袁普格县以野项目
年冶建设为契机袁严格实施重大项目政府
定单尧领导领单尧部门包单尧目督记账野三
单一账冶责任落实机制袁加快推进大唐海
口风电场尧螺髻山中学尧城南教育园区尧
普基镇与甘天地乡土地增减挂钩等项目
建设曰 重点实施水环境治理及县城市政
基础设施 PPP 建设袁确保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5 亿元尧增长 12豫以上遥
抓实项目储备遥 该县围绕产业转型
升级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尧生态环境保护尧
全域旅游开发尧 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袁着
力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尧利长远尧增后劲
的重大项目袁并与野十三五冶规划项目库相
衔接袁 确保全县重大项目建设有序衔接尧

梯次跟进遥
突出招商引资遥 进一步健全完善
招商洽谈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和项目台
账袁 积极跟踪河南三阳畜牧股份有限
公司肉羊养殖及深加工尧 兰州农之品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果蔬加工项目等 5
个 项目 遥 目 前已完 成 协 议投 资 总 额
54.76 亿元袁 引进投资促进到位资金
6.37 亿元遥
优化发展环境遥 扎实推进 野放管
服冶改革袁最大限度减少审批事项尧简
化审批环节尧优化审批流程袁强化生产
要素保障袁 积极培育发展壮大县域建
筑企业 5 家袁力争螺髻山页岩砖厂尧泰
源工业硅厂完成升规入统袁 实现第二
产业增加值增长 10豫以上遥

剑阁野五个问冶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渊记者 侯东冤
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袁近日袁剑阁县专
题展开了野五问式冶优化服务企业行动遥
问政策落实遥 了解政策举措落实
情况袁帮助企业吃透精神袁用好用足扶
持政策袁 转化为专注发展的定力和攻
坚克难的信心遥
问建设进展遥 了解项目建设中政
府承诺是否兑现尧 审批手续办理是否
顺利尧项目是否如期开工等袁帮助项目
业主协调解决规划尧土地等问题袁推动
项目加快建设尧加快投产遥
问运营状况遥 了解经营成本是否可
控尧企业订单是否充足尧资金周转是否正

常尧政务服务是否满意等袁帮助企业制定
发展规划尧开拓产品市场尧开展技术创
新袁确保企业野留得住尧发展得好冶遥
问投资意愿遥 了解企业下一步投资
计划尧投资领域尧投资选址袁动员企业加大
在剑阁的投资力度袁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增资扩产尧项目选址尧用地等问题遥
问配套需求遥 了解企业产业链条尧
技术链条尧价值链条布局情况袁鼓励和支
持企业发挥资源和渠道优势袁实施野以商
招商冶袁 对接引进一批生产关键材料尧关
键零部件的配套企业袁实现集群集聚集
约发展; 鼓励和支持企业与本地企业联
姻袁通过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尧做大做强遥

通江野四个全冶抓好企业野规下升规上冶
四川经济日报巴中讯渊记者 何菊冤
为抓好野规下升规上冶企业工作袁尽快扩
大规模以上企业总量袁近日袁通江县召开
全县企业升规上限工作专题会议遥
会上袁该县经信局传达了省尧市服
务业发展专题会议精神袁通报了全县服
务业发展情况尧存在问题和近期企业升
规上限重点工作曰县统计局解读了野四
上冶企业升规上限有关规范要求和入库
流 程遥 会 议进 一步 明确了 相 关 部 门
2017 年度规上服务业企业和限上商贸
流通企业升规上限入库的目标任务遥
如何抓好企业升规上限工作钥 通江
县副县长蒋道成指出院一是抓全员重视升
规上限工作袁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袁主动
担当尧主动作为袁认真做好企业升规上限
培育和入库工作袁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借口

推脱此项工作袁 更不能设置障碍和阻力袁
开辟企业升规上限工作野绿色通道冶曰二是
抓全速推进升规上限工作袁各部门都要落
实一名专人抓企业升规上限入库工作袁对
符合条件的企业及时申报入库进入统计
范围袁 确保企业升规上限工作顺利推进曰
三是抓全面完成升规上限任务袁全面完成
市下达通江县今年 40 家企业升规上限袁
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县服务业办公室
4 号文件分配的目标任务数量抓落实曰四
是抓全程督办升规上限工作袁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职
能袁认真履行职责袁强化使命担当袁压实主
体责任袁 全力推进升规上限工作取得实
效遥 对工作不落实袁目标任务完成差的单
位将进行通报并纳入考核袁 与绩效挂钩袁
逗硬督查问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