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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对口帮扶马边工作
获省考核组肯定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渊张智丽 记
者 林立冤 按照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关于 叶2017 年脱贫攻坚扶贫专项尧省
内对口帮扶尧定点扶贫考核工作方案曳的
总体安排袁近日袁四川省脱贫攻坚成效交
叉考核组来到了马边彝族自治县袁 对产
业帮扶项目等 2017 年度峨眉山市对口
帮扶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验收考核遥
据了解袁自 2016 年 9 月峨眉山市对
口帮扶工作队进驻马边彝族自治县以
来袁峨眉山市与马边县高度重视袁严格按
照 叶四川省省内对口帮扶藏区彝区贫困
县工作方案曳要求袁以脱贫攻坚为核心袁
以共奔小康为目标袁以产业帮扶为重点袁
着力创新援彝模式袁 积极拓宽援彝领域袁
不断深化援彝内涵袁明确帮扶对象袁突出
帮扶重点袁强化资金保障袁加强了旅游尧农
业尧教育尧医疗等援助领域的科学谋划和
项目统筹袁共完成帮扶项目 13 个袁覆盖 10
个贫困村袁惠及 450 户贫困户尧受益贫困
人口 1967 人袁 确保援彝规划与马边彝族
自治县 野十三五冶规划的无缝对接遥
经过为期 3 天的细致检查袁 省脱贫
攻坚成效交叉考核组按照帮扶地和受扶
地两个方面进行野双向评价尧同步打分冶袁
对 2017 年度峨眉山市对口帮扶马边彝
族自治县工作情况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内江市市中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召开

锁定野总体取向冶 加快建设幸福美丽中区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渊马忠剑 章
静 记者 毛春燕 李弘冤1 月 10 日袁中
共内江市市中区委十四届委员会第八
次全体渊扩大冤会议暨经济工作会召开遥
市中区委书记黄俊伟代表区委常
委会作工作报告遥
会议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尧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和市委七届
六次全会精神袁总结 2017 年工作袁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市中区各项工作遥
会议审议通过了叶关于全面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设幸福
美丽中区的决定曳遥
会议要求袁新时代的市中区要不忘
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坚
定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袁统筹推进野五
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袁以及省委野一个愿景尧两个跨
越尧三大发展战略尧四项重点工程冶战略谋
划袁市委野一个总体取向尧两个率先尧三个
基本建成尧三大发展战略尧四个主动融入尧
五个重大支撑冶重大部署袁保持专注发展

走基层窑送温暖跃跃

预防流感 理塘上万群众免费喝上野大锅汤冶

野幸福东坡年冶
打造东坡人专属年节品牌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渊记者 常坚冤
1 月 11 日上午袁2018 东坡区首届 野幸福
东坡年冶 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眉山市东
坡区雕塑广场启幕袁 活动当天除了派发
10 万元现金红包外袁还有数以百万计联
盟商家开展优惠发放遥
据了解袁由东坡区委尧区政府主办的
野幸福东坡年冶主题系列活动袁旨在打造
专属于东坡人民自己的年节品牌袁 传承
地方民俗袁 展现东坡风情袁 弘扬节气文
化袁实施中央要求的传统文化振兴工程袁
让东坡人民过好野我们的年冶遥
另悉袁 今年起袁 东坡区将打造建设
野眉山东坡旅游冶公众平台遥 平台优化立
足于文旅项目尧承载于微信端口尧表现于
东坡文化+旅游产业袁将自然景观尧历史
人文尧餐饮娱乐等产业进行融合袁并通过
线上与线下同步整 合营销实现用户增
长袁为东坡文化深度游奠定用户基础袁这
是文旅融合的重要环节袁 同时也是东坡
区实施智慧旅游智能管理尧产品交互尧产
业联动的创新尝试遥

眉山文化扶贫惠民演出
展示积极向上风貌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渊记者 常坚冤1
月 11 日袁 由眉山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暨 野深入生活窑扎根
人民冶文化惠民演出在东坡区万胜镇拉开
序幕遥 联系村困难群众尧学校师生代表尧村
渊社区冤群众代表 1000 余人观看了演出遥
本场演出的节目全部由眉山本土文
艺工作者原创袁节目贴近群众袁反映了近
年来眉山砥砺奋进取得的丰硕成果袁唱
响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新时代
强音袁 生动展现了眉山人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袁 表达了该市干部群众把思想认
识和干事创业的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
上来的信心和决心袁 彰显了大家对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憧憬和
坚定信念遥
此次活动与野走基层冶慰问群众活动
和野深入生活窑扎根人民冶主题实践活动
相结合袁是该市野四个一冶文化惠民活动
的一个缩影遥
据悉袁 眉山市将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袁以野四个一冶系列
活动为载体袁扎实开展 2018 年元旦春节
期间文化活动袁以群众喜闻乐见尧寓教于
乐的形式袁实现党的十九大精神广泛覆盖遥

野两个走在前列冶袁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走在全市前列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
在全市前列遥 必须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尧精准脱贫尧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遥 着
力抓好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尧新型城镇化
建设尧乡村振兴和项目投资遥 筑强改革
开放尧民主法制建设尧思想文化建设尧民
生社会事业和党的建设野五大保障冶遥

首届资中好产品大赛落幕 16 款产品获奖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渊记者 毛春燕
李弘冤近日袁为期两个多月的资中好产品
大赛落下帷幕袁16 款产品脱颖而出袁被评
定为野资中好产品冶遥
据悉袁 本次大赛从 2017 年 11 月启
动袁 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报名初审尧复
赛尧产品辅导等环节袁从 160 款产品中评
选出 30 强进入决赛遥 大赛汇聚了来自资
中县不同地区尧 不同行业的创业精英和
资中好产品袁涵盖了资中血橙尧红薯粉尧
腊味尧 蚕丝被尧 兔子面等一批批特色产
品袁展现了资中县丰富的地域产业特色袁
人文特色遥
资中县商务局局长刘桃表示袁2017
资中好产品大赛是资中实施电商扩面增
效行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袁 全面挖掘梳

理野资中造冶好产品袁帮助一批具有一定
生产规模袁 具备网货特性的好产品实现
改造升级遥
在决赛仪式后袁 资中县召开县委中
心组渊扩大冤学习会暨农产品电商发展专
题讲座遥 资中县委书记曾廷富表示袁当前
资中要着力建好电商平台袁 推动企业聚
集曰健全物流体系袁延伸电商触角曰壮大
经营主体袁 繁荣电子商务曰 打造特色品
牌袁创新发展渠道上下功夫遥 他强调袁特
别要抓好服务中心引领尧 农村电商的覆
盖尧全企全民的触网尧公共品牌的塑造尧
快递物流的配送尧电商人才的培训尧节日
庆典宣传等野七大工程冶袁持续发力袁整体
提升袁深化巩固野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冶试点成果遥

旺苍首张叶林木采伐证曳在乡镇便民中心办结

向群众发放野大锅汤冶
四川经济日报甘孜讯 渊叶强平
记者 杨琦 文/图冤1 月 10 日袁理塘
县卫计局尧 理塘县疾控中心在县城
格萨尔广场免费发放预防流感中药

大锅汤袁1.5 万群众喝上野大锅汤冶预
防流感遥
据了解袁理塘属高寒牧区袁当前
最低温度已达-14益袁感冒人群也随

之增加袁 疾控中心购买了 3 万多元
的连翘尧 板蓝根等十余味中药加以
熬制袁 在人口集中的广场免费持续
发放三天遥

四川经济日报广元讯渊唐福升 杜毅
记者 候东冤野这下我们老百姓办采伐证省
心了袁不用大老远跑到县政务大厅袁在嘉川
林业中心站窗口就能办到袁 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浴 冶近日袁旺苍县张华镇桂花村五
组的林农边涛元为修建房屋一早来到嘉川
便民服务中心袁 领取了由该中心开出的第
一张叶林木采伐许可证曳遥
据介绍袁 随着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
不断深入袁旺苍作为全省广元市野一体化
政务平台向乡镇延伸冶的试点县袁在野互
联网+政务服务冶上率先推行林木采伐许
可证基层试点工作袁委托中心站作为叶林
木采伐许可证曳代办点袁由县林业局统一

配置受理账号袁依托野一体化政务服务平
台冶网络予以受理袁工作人员直接在一体
化平台审批袁办结后就可以直接制证袁办
事群众就可凭证采伐遥
据了解袁自 2017 年 12 月全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来袁 该县积极推
进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向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延伸袁进一步规范办理程序袁简化工作流
程袁缩短办理时限袁方便群众办事遥
野这次小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袁不仅
是一次简政放权的改革袁 而且是一次真
正为民务实的改革袁 必将得到旺苍百姓
的点赞遥 冶旺苍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吴
健对记者说遥

野暖心冶服务小分队为困难群众送去过冬物资

万源院这个冬天苟家寨不冷
四川经济日报达州讯 渊陈本强
记者 王晓英 文/图冤野大娘袁 天冷
了袁我给你送床棉被来遥 冶近日袁虽然
是周末袁然而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袁
万源市政府办主任胡孝刚却惦记着
远在罗文镇苟家寨村的野亲戚冶们遥
他立即拨通办公室同事的电话袁组
织野暖心冶服务小分队袁挨家挨户为
联系帮扶群众送去暖冬物资遥
时值寒冬时节袁 位于大巴山腹
心地带的万源市早已进入野冰冻冶模
式袁加之连日来袁境内持续出现冰雪
天气袁大雪封山尧道路结冰袁最低气
温降至零下 4 摄氏度遥
冒着漫天冰雪袁 扛着沉重的暖
冬物资袁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艰难跋
涉袁野暖心冶 服务小分队终于徒步到
了罗文镇苟家寨村袁 将温暖送到联
系帮扶群众的心坎里遥

常年蹲点+随机慰问尧 基础 建
设+产业培育噎噎像这样的帮扶行
动袁市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已经持
续了两年多遥
苟家寨村位于罗文镇东南面袁
辖区面积 14.8 平方公里袁 辖 8 个村
民小组袁 户籍村民 435 户 1631 人遥
由于受中石油控建区限制袁 一直以
来袁该村基础建设滞后袁经济发展缓
慢袁2014 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村袁
精准贫困户达 78 户 285 人遥
市 政 府 办 公 室 在 结 对 帮扶 过
程中袁摸准了致贫原因袁精心制定了
脱贫路径袁 并多次与中石油公司联
系协调袁历史遗留难题逐步解决袁基
础设施短板有效补齐袁 落后村容村
貌逐渐改善遥 目前袁全村硬化社道公
路 6.6 公里曰 修建集中供水 6 处袁解
决了 1180 余人畜饮水安全曰完成易

地扶贫搬迁 14 户 53 人袁 集中安置
12 户 49 人袁危房改造 26 户袁人居环
境改造 35 户曰完成中石油控建区 61
户危房处置补偿工作遥 村里兴办了
酒厂袁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曰培育
畜禽及中蜂养殖大户 4 户遥 全村已
脱贫 63 户 240 人袁预计今年该村整
村退出贫困遥

为群众送去红灯笼

念好野环保尧效益经冶
犍为企业环保治理去年投入 28.5 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渊李健 记者
蒋培路冤野做好环保工作是企业应尽的责
任遥 2017 年袁公司已投入近 1000 万元环
保资金袁用于包装系统收尘改造尧彩钢隔
音尧收尘设备等 22 个环保设施项目遥 冶日
前袁 四川省犍为宝马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周杰告诉记者遥
野2009 年袁公司通过淘汰落后的四条
机立窑生产工艺线袁投资 3.2 亿元新建一
条 2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和
一座额定功率为 4.5MW 的纯低温余热
发电机组遥 冶周杰说袁在废气治理方面袁公
司采用布袋除尘器对废气粉尘进行集中
处理并达标排放袁 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
法 SNCR 脱硝工艺袁 确保氮氧化物达标
排放袁 安装有废气在线监控设施袁 并与
省尧市联网遥 在废水治理方面袁公司采用

地埋式处理污水工艺袁处理能力为 64 吨/
天袁 厂区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二级生化处
理装置 处理 达 GB8978-1996 一级标 准
后袁回用于冷却系统袁无外排遥
四 川 省犍 为 宝 马 水 泥有 限 责 任 公
司袁 仅仅是犍为县加大环保治理的企业
代表之一遥
近年来袁 犍为县十分重视环保治理工
作袁特别是加大企业环保治理投入力度遥 统
计表明袁仅 2017 年袁该县企业环保治理就
已投入 28.5 亿元遥去年袁该县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产值达到 134 亿元袁同比增长 19.6%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11.6%曰规
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0.6 亿元袁
实现利税 12.1 亿元袁 同比增长 24.4%和
49.8%曰 工业产能发挥率和产销率均达到
97%袁企业实现产销两旺袁利税双增遥

离基层更近一些 让温暖更多一点
要黑水县热拉村野六下乡冶活动走笔
要要

广元烟草着力野点线面冶
整治冬春卷烟市场
四川经济日报讯 为全面加强冬春
卷烟市场监管袁近期袁广元市烟草专卖局
协同高速尧 铁路尧 公安等部门袁 着力从
野点冶野线冶野面冶三方发力袁切实履行好市
场监管职责遥
着力蹲野点冶守候袁严守川北大门遥抽
调 6 名专卖执法人员驻守出入川重要关
口野七盘关冶袁联合高速尧地方交警开展为
期 60 天的野守口冶检查袁加大对非法运输
野三烟冶查缉力度袁封堵非法卷烟流通渠
道袁切实守好野北大门冶遥
着力循野线冶查缉袁严查铁路沿线遥与
广元 铁路派 出所 联合 抽调执 法人 员 8
名袁开展为期 23 天的车上尧站内野背包
客冶联合查缉行动袁严厉打击利用铁路非
法贩运烟草专卖品的违法犯罪行为袁净
化经广铁路沿线卷烟市场遥
着力全野面冶整治袁严管基础市场 遥
2017 年 12 月 27 日至春节前袁市尧县两
级烟草尧 公安分阶段开展烟草市场专项
整治行动袁切实加强基础市场监管袁维护
良好卷烟生产经营秩序遥
截至目前袁 广元市共查获各类涉烟
案件 87 起袁涉案金额 30.58 万元遥
渊杨君冤

战略定力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袁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袁全面推动各项
事业迈上新台阶袁奋力开启加快建设幸福
美丽中区新征程新篇章遥
会议认为袁开启加快建设幸福美丽
中区新征程新篇章袁必须锁定建设幸福
美丽中区这野一个总体取向冶遥 必须坚持

隆冬季节的高原袁凛冽的寒风时常
呼啸袁但位于川西北的黑水大地却别样
的热闹温暖遥
日前袁黑水县开展了精准脱贫野暖
冬窑我们在行动冶送政策尧送文化尧送卫
生尧送科技 尧送 法律 尧送关爱 志愿 服务
野六下乡冶活动遥 活动第一站来到芦花镇
热拉村袁 把舞台搭建在农户家门前袁把
科技尧文化尧健康等送到每个人手上袁把
温暖送进大家的心坎遥 该村上百居民袁
足不出户袁更欣赏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文艺演出遥

山歌唱起来 感恩说出来
野舞 台 搭 好 了袁 大 家 快 来 看 演 出
啦浴 冶
野一 会 儿 我 要去 医 生 那 里 量 个 血
压袁最近不喝酒了袁看下血压降没降遥 冶
野看那边展示的丹参长的好哦浴 节
目完了我要好好去咨询下咋个种的遥 冶
噎噎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热拉村活动室
的广场时袁 已有村民早早守候在这里袁
七嘴八舌讨论起来遥

随着悠扬的歌声响起袁一段叶舞动
水袖曳的男女群舞表演拉开了野六下乡冶
活动的序幕遥 叶雪域踢踏曳演绎出农村精
神文化的激情热烈袁叶祝福歌曳讴歌赞美
了美好生活袁叶唱支山歌给党听曳表达藏
族同胞对党的感恩之心噎噎 野好袁 好袁
好袁再来一曲冶袁村民们喜笑颜开袁现场
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遥
除了黑水县文艺表演队的倾力演
出外袁 热拉村村民们也主动登台献艺遥
村民胡基明的一首叶卓玛曳婉转悠扬袁但
演唱之前真情的话语更是引起了在场
所有人的共鸣院野热拉村作为贫困村袁能
在一年之内脱贫袁离不开所有帮扶单位
和个人的鼎力支持袁在此我要真诚地说
一声谢谢浴 冶
听了胡斯基的话袁热拉村年过半百
的村民罗兴主动找到记者袁 激动地说院
野脱贫攻坚一整年袁 我们热拉有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袁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袁 党的好政策我们是真的体会到了袁
也享受到了遥 冶
朴实话语见真情袁群众的话就是党
群关系的连心桥袁 一场简单的惠民演
出袁折射出老百姓的感恩之心遥

展示新面貌 建设新农村
去年以来袁结合野四好村冶创建袁以
弘扬文明风尚为切入点袁开展了大量的
移风易俗活动遥 6 月起袁以比户容院貌看
习惯尧比致富创业看能力尧比传承文化
看活力尧比遵纪守法看品行尧比尊老爱
幼看美德尧比传播文明看典型等为主要
内容的野七比七看冶在该县范围内推广遥
在此次六下乡活动中袁为进一步丰富广
大农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袁对当年
黑水县野七比七看冶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典型进行了表彰遥
泽力袁是热拉村四户野四好文明家
庭冶 评选获得者之一袁 他告诉记者袁自
野七比七看冶活动在热拉村开展以来袁农
村大操大办等陋习基本上得到了遏制袁
现在比的都是哪家干净卫生袁哪家致富
动力强遥
正如泽力所说袁 记者在热拉村看
到袁 村内乱堆乱放尧 垃圾乱扔的现象
基本消除袁爱护公共卫生等好习惯逐渐
形成遥
村书记兰卡向记者透露袁野七比七

看冶活动为他们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
良好的推动作用袁现在互相攀比等不良
风气少了袁 村民们为了早日脱贫奔康袁
主动通过农民夜校尧村文化室尧图书室
改变思想观念尧学习科学知识尧掌握实
用技术的人多了袁特别是此次评选的四
好文明家庭袁他们将成为该村养成好习
惯尧形成好风气的一杆旗子袁影响和带
动身边更多的人遥
据悉袁热拉村深化对野七比七看冶的认
识袁坚持扶贫同扶志尧扶智相结合袁提炼出
夫妻和尧婆媳和尧家庭和尧邻里和尧村组和尧
干群和野六和冶文化凝聚人心袁进一步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袁引导和激励贫困群众
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遥

活动贴切点 奔康快一点
精细蔬菜种植发展态势良好袁花椒基
地规模逐渐扩大袁集体经济收入良好噎噎
热拉村作为省定贫困村袁29 户 75 人在去
年实现稳定脱贫袁热拉村摘帽的这一年极
不平凡袁在未来规划上袁也显得胸有成竹遥
野去年我支付劳务费都达到了 4 万
多元遥 冶热拉村种养殖大户仁清告诉记

者袁野这其中包括很多贫困户袁我很有感
触的是袁他们的思想更解放了袁致富动
力更强了袁自力更生的人更多了遥 冶
交通部下派到热拉村的第一书记吕
怡达告诉记者院野热拉村各类资源还有很
大的挖掘潜力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耶乡
村振兴爷理念放在热拉村非常实用袁我们
在规划建设和奔康的路上袁已作好充分的
准备袁会在产业扶贫尧文化建设等方面多
管齐下袁确保同步小康遥 冶
野脱贫了袁我们需要庆祝袁但是面向
未来袁我们更需要奋进袁今天这场耶六下
乡爷活动来得太及时遥 冶吕怡达笑着补充
道袁野像是一剂强心针袁让我们村民的精
神之钙再一次得到了补充遥 冶
的确袁野六下乡冶活动作为密切联系
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袁进一
步坚定了热拉村奔康的信心遥
在十天时间里袁此次黑水县野六下
乡冶活动走进该县 21 个省定贫困村袁把
戏台搭到了村口尧 把科技送到了田间尧
把医疗送进家门袁将便民服务直接送到
农牧民手中袁将进一步增强贫困群众自
身的野造血冶功能遥
胡伟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庄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