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袋子”“菜篮子”愈发有活力

“最近天气比较好，赶紧把麦种播下去。”
连日来，乐至县石佛镇柳木村的田间地头，村
民们或是一两个，或三五成群，抢抓时节播种
小麦，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旋耕机快速地犁好地，接着就是机械化
播撒小麦种，一块五亩大的地不到十五分钟
就播种完毕。

“十三五”以来，乐至县大力建设高产优
质粮油基地，示范推广高产高效集成技术。
2021年全县四大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 55.79%，较上年增长 3个百分点，全
县粮食种植面积预计为 126.8万亩，总产预计
为41.76万吨，保供基础不断夯实。

连片的温室大棚区里，饱满水灵的无公
害瓜果缀满枝头，刚摘下的新鲜蔬菜正在挑
拣区被精选装箱、等待运输……乐至县高寺
镇阳化河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目前，该园区农业总产值超4亿元，辐
射带动周边30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而这仅仅是乐至县大力发展高效特色现
代农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乐至县以“高效
生态、特色精品、绿色安全”为发展方向，积极
发挥资源和生态优势，全县农业主导产业规
模、档次和效益得到了大幅提升。2021年前三
季度，蔬菜收获面积达到 15.19 万亩，同比增
收约2400万元；水果产量达到2.42万吨，同比
增收约 680 万元。从“以粮为主”到特色产业

“春色满园”，乐至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综合生
产力持续提升。

随着鼓励扶持家庭农场发展、加大科技
智能驱动、规范土地流转、推进农村金融服务
创新等政策红利的相继释放，全县农产品加
工不断做细做深，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科技
化、市场化、品牌化不断取得新突破，“米袋
子”“菜篮子”愈发有活力。

人居环境开启“美颜”新模式

“现在村里环境真是大变样了，村里道路
每天有人清扫，就连村庄周边道路沿线和堰
塘附近的垃圾也有人清理。”说起村里环境的

变化，乐至县宝林镇万斤沟村村民黄孝贵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近日，记者走进乐至县宝
林镇万斤沟村，入目皆是一片翠绿，宽敞的水
泥路通向每一户人家，成栋的民居整齐排列。

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焦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宝林镇万斤沟村
以人居卫生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
方向，实实在在为美丽乡村打造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

在距离宝林镇万斤沟村30公里的高寺镇
清水村，绿树掩映的农家院落干净整洁，农户
家中窗明几净，一幅幅美丽宜居、移步易景的
乡村新画卷在眼前缓缓展开。

“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提升了农村群众的生
活品质，还促进了城乡融合，让高寺镇成为乡
村旅游的重要目的地。”高寺镇相关负责同志
告诉记者，如今，清水村不仅游客络绎不绝，更
有不少投资者被村里优美的人居环境和温暖
的乡风民风所吸引，想要在清水村进行长期投
资。今年11月17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官网公
示了四川省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宝
林镇万斤沟村、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东山镇
方广村、大佛镇东禅寺村榜上有名。

近年来，乐至县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
目标，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现已
基本形成了与美丽乡村相适应的管理治理体
系，有效推进了美丽乡村建设，乐至农村人居
环境开启“美颜”新模式。

截至目前，乐至县成功创建省级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 8个，省级乡村振兴先进镇 2个、
示范村 12 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20 个，创
建“美丽资阳·宜居乡村”260个。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继续改善村居面
貌，立足长远，敢啃‘硬骨头’，破除顽疾，将基
础设施建设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融合起来，创
造优良的人居环境，让百姓获得实实在在的
幸福感，提振百姓信心。”乐至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农民“钱袋子”越来越鼓

立冬以来，大多数土地已进入“休整期”，
但位于乐至县中和场镇人民村的魔芋种植基

地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个个两、
三斤到十多斤不等的魔芋在村民们的锄头下
破土而出，在经过去泥、入筐、搬运、装车等工
序后等待着运往省外。

中和场镇人民村建立起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社，通过“业主＋联合社＋农户”的模式，成
立魔芋种植示范基地。承包土地的业主云彩
宣，曾是中国魔芋协会副会长，作为魔芋行业
的行家里手，他为合作社提供魔芋种植、育苗
技术及销售服务，为魔芋产业发展“保驾护
航”。

“以前我们种点苞谷、红苕，一年到头挣
不到几个钱。现在我们在基地里打工，平时就
帮到栽魔芋、除草、撒化肥这些，一个月下来
挣得到一千八九，确实要比以前收入多一
些。”选择在此就近务工的村民邓大姐一脸高
兴地说。

“我们村的魔芋迎来了丰收季，现在发展
魔芋产业效果很好，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
可以帮助我们村民增加收入。今年我们村就
有30多个人在这儿务工，平均下来的话，在这
儿也有差不多六七千元的收入，所以我们村
民都很支持。”人民村党总支书记叶如斌介绍
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和场镇人民
村农民持续增收，只是乐至数百个村的其中
一个。近年来，乐至县上下始终坚持把促进农
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充
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切身利
益，采取了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的措施，把劲
用在实处。一批批带动力强的高质量项目，带
动农业产业升级；一批批辐射力强的龙头企
业，拉动农民走上富裕之路，逐步建立了农民
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不断开创乐至县“三
农”工作新局面。

过去五年，乐至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从 10320 元 增 长 到 18942 元 ，同 比 增 长
83.5%，年均增长 7.3%。其中 2020年一产业增
加值38.2亿元、同比上年增长5.5%，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8942元、同比上年增长 8.5%，城
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农民的幸福感获
得感显著增强。

姚琪 付杨 孙小红 姚阳 四川经济日报
记者 汤斌 文/图

乐至县：绘出业兴村美民富新画卷
2021年1-9月，乐至县一产业增加值32.5亿元，同比增长8.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41元，同比增长

11.1%……
仓廪实而民心安，农业强则百业兴。“十三五”时期，乐至县始终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推进农业产业

化为方向，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为抓手，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着力调结构、夯基础、稳增收，进一步激发农村活
力，绘制出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新画卷。

隆昌市
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12 月 7 日，记者从隆昌市获悉，近日省文
旅厅发布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名单的通知，根据综合考评结果和公示
情况，决定认定 13 家单位为四川第三批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其中，内江市隆昌市位列
其中。

近年来，隆昌市围绕塑造“中国石牌坊之
乡”旅游品牌，以建设“天府旅游名县”和“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统筹，以全域规划引领、高位体
制推动、重点项目打造、产业体系完善、宣传营
销助力为举措，推动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2020
年，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 78.22亿元；接待游客
969.16万人次，文化旅游业已成为隆昌经济支
柱产业和先导产业。

隆昌市坚持“景城一体、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明确提出打造“全省一流的全域旅游示范
区”，与天府旅游名县共同建设、共同实施。坚
持以牌坊文化为脉络、石牌坊群为核心吸引
物，将城市发展与文化旅游产业高度融合，在
城市规划区内已成功创建两个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

隆昌市加大文旅融合发展。深化“农旅融
合”，以内江荣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重
要平台，与重庆荣昌区共同打造农旅精品旅游
线路，建成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国家级
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镇
和重点村5个，省级农业主题公园2个。强化“工
旅融合”，隆昌气矿圣灯山气田成功申报国家级
工业遗产。推进“教旅融合”，打造红色教育实践
基地等7个研学旅游品牌。

隆昌市政府有关领导表示，将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加大文旅发展资金投
入力度，加快落地“1958”红色文旅、观湖民俗
村、“牌坊里”文旅街区等一批重大文旅项目，举
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谱写隆昌全域旅游“新
篇章”。

6
2021年12月9日 星期四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王净 美编 赵磊 综合新闻

全省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
示范培训班开班

四川经济日报讯 12月7日，由中共四川省
委组织部、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
四川省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基地承办的
2021 年全省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示范培训班在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瀚海博雅培训基地开班。

开班仪式上，四川省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培训基地主任、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书记管永林说，高校基层党支部是党在高校全
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
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
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抓好高校党支部建
设，对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加强党对高校的全
面领导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据悉，来自全省134所高校的134名优秀基
层党支部书记，将在为期5天的培训中，以专家
讲授、参观交流和体验教学的形式，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党史党章、高校党建工作等内容开
展专题培训。 （李靖琳 闫伟）

德阳罗江区
密织服务网 兜牢民生底线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年来，德阳市罗江区
始终将“顺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
推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精准聚焦群众所急、所难、所盼，在提
升便民服务、基础教育、乡村医疗、养老保障水
平上狠下功夫，密编细织民生服务保障网络，
促使改革的现实质感和民生温度更加可触、可
及、可感。

织密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 100%实现“一
次办”。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向基层延伸，梳
理下放便民服务事项镇级108项、村级51项，42
项高频事项全部实现镇村“一次办”。集成开通
快递投放、金融服务等 11项个性化服务事项，
创建开通“德阳市民通”“幸福罗江”等政务平
台，畅通“网端办”“指尖办”渠道，初步建成“城
市10分钟、农村半小时、网上全天候”的服务网
络，政务服务100%实现“一次办”。

织密教育覆盖网，增加学位240个。撤并农
村点校 3个、建成区域中心幼儿园 1个，增加学
位240个。依托区级教育机构为龙头，推动基础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城带乡、以优扶弱缩小校
际差距，形成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
型教育资源布局，有效破解“入学难”和“择校
热”问题。

织密医疗保障网，形成 10 分钟医疗卫生
服务圈。盘活闲置医疗资源，转化设置卫生院
分院 2 个、村卫生室延伸医疗服务点 33 个，逐
村组建 93 个村（社区）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
推动镇村建制卫生院（室）标准化建设实现
100%达标，基本形成农村 10 分钟医疗卫生服
务圈。

织密养老普惠网，为4.7万余老人统一购买
意外险。持续改善养老服务硬件条件，改（扩）建
城乡社区日照中心 6个，适老化改造农村敬老
院4个、特殊困难老人家庭321户。同时，全面兜
牢养老保障底线，为 4.7万余名 70周岁以上老
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发放80周岁以上老
人高龄津贴1190余万元。 （黄旭江）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杨波）今年，五粮
液与故宫携手，独家冠名大型史诗级纪录片《紫
禁城》，将品牌文化与故宫历史深度绑定，向消
费者与观众讲述和传递了五粮液六百多年悠久
传统技艺和深厚历史底蕴。

目前，《紫禁城》播出已收官，12 个篇章为
观众串联起 600年间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全
景呈现了大历史独特视角下的紫禁城，在这场
穿越之旅中，我们见证一代《王者》，励精图治建
立紫禁《基业》，感受经由郑和船队驶向《远路》
所展现的大国外交，慨叹蒙古的寒流南下掀起
了明朝的《狂澜》惊变，惋惜明朝未能抓住中西
碰撞带来的《际遇》，目睹末日王朝濒临陨落所

散发出的落日《余晖》，感慨民族《交融》，重新造
就的康雍乾《盛世》，学会在历史中总结教训居
安《思危》，感动一代志士探索救亡《图存》的艰
辛历程……终于，王朝瓦解、历史翻页，紫禁城
也在《破晓》中迎来《新生》。

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透过紫禁城，我
们目睹六百年来时代的更迭，也见证六百年里
的那些变与不变。也在这里让世界从一部活着
的建筑史册里读懂中华文明之博大浩瀚。

一杯五粮液，浓香岁月长。古窖陈泥里，沉
淀着六百五十余年的时光味道，也蕴藏着千百
年来的技艺传承。循着古窖的岁月印记，一代代
酿酒匠人亦在这里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连载着

中国白酒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紫禁城不仅代表着中

华古代艺术文化巅峰，还承载着传统艺术的智慧，
更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和展现着世界多元文
明；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中国白酒的典
型代表，五粮液始终以工匠精神淬炼岁月浓香，并
致力于带领中国白酒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紫禁城和五粮液作为六百年历史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一同从历史深处走来，叩击时光之
门，探寻历史真相，为观众和消费者徐徐展开一
幅描绘东方文明的画卷，向世界展示今日之中
国的匠心与传承、格局与智慧、创造与技艺、时
代与发展、文明与未来。

穿越600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匠心

五粮液独家冠名《紫禁城》圆满收官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洋）房东如何才
能将自己的房屋放心出租，租客又如何找到真
实靠谱的租房平台？种种租赁相关话题，成了当
下关注的民生热点。12月 8日，记者从成都市住
建局了解到，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的问题，不断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即日起，
该局“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全新上线，
面向公众提供租房、出租、网签、备案等一站式

租赁交易服务，方便群众的同时，进一步遏制租
房市场乱象，构建完善的住房租赁市场。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住房租赁平台汇聚专
业化数据中台技术，为市民提供真实可信找房、
租房网络环境。该平台在全新上线之前，已做了
升级，进一步优化租房流程，对于培育发展规
范、成熟的住房租赁市场具有深远的作用。

市民可通过下载安装“天府蓉易办”APP，点

击“便民-房管服务-住房租赁”；关注微信公众
号“成都住建”，点击菜单栏“政务服务-个人服
务-租房租赁”；通过互联网搜索“成都住房租赁
交易服务平台”等方式登录使用。

作为房东，可以在平台中点击“我要出租”，
进入房源发布页面，选择名下房源，完善房源信
息后，点击下一步进行身份信息验证，完成房源
发布。

作为租户，可以在平台上点击“我要租房”，
进入房源展示页面，选择心仪房源，点击进入可
查看房源详细情况，页面展示房源核验码，安全
可靠；租客实名认证后，点击电话咨询，即可联
系房东。

双方确认好房源和租住信息后，点击“网签
备案”，填写基本信息，完成电子签名后，即可完
成在线网签租赁合同。

“马边造”首批冻干食品出口美国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林立 实习记者 许
芸浩）12月7日，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首家农业
产业化深加工出口企业——四川德顺源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批冻干食品装箱完成即将发往
美国，这是该公司开辟的第一个国外市场，标志
着马边农业产业化加工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乐山市进出口商会（乐山国际商会）会长胡
英告诉记者，本月出口的冻干食品总量达 48
吨。当天装车的货物将从青岛港转运出海，20
多天后到达美国奥克兰，并陆续送上美国消费
者的餐桌。此次首批冻干食品发往美国，实现了
马边彝族自治县自营出口零的突破，也将改变
乐山出口产品的结构。

据了解，四川德顺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西
部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家真空冷冻干燥食品加工
企业。2018年入驻马边，目前，该公司已经通过
FSSC22000和HACCP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同时
成为美国星巴克、欧洲雀巢食品的合格供应商。

下一步，“德顺源”将结合订单需求，在马边
兴建出口冻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将小凉山区
的竹笋、畜禽等优势农产品经深加工后销往国
外，这对提升马边农业加工水平、加速产业结构
调整，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大意义。

什邡市
“微治理”凝聚社区“大能量”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年来，什邡市坚持力
量下沉，通过搭建“微清单”“微心愿”“微服务”
治理体系，凝聚各方合力，有效推动社区治理提
档升级。

该市围绕社区中心工作和为民服务事项，建
立社区“需求清单”、驻社成员单位“资源清单”、志
愿服务“项目清单”，依托“什邡先锋”志愿服务平
台，采取“点单”“下单”志愿服务模式，开展心理咨
询、助残助困、为老服务等入户常态式服务300余
人次，共帮助居民解决服务需求500余个，服实现
了服务群众全天候、无缝隙、零距离。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该市积极
推行“党支部+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机制，组
织网格员进小区、进楼院开展惠民政策宣传，广泛
听取群众需求与诉求，收集居民“微心愿”。借助“五
化一推”机制，动员共建单位党组织主动认领“微心
愿”，有效解决了“小社区”协调“大单位”的难题，
增强了社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按照“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要求，该市
全面打造“宣传教育驿站”“文体健身室”等 10
个特色功能室，将教育党员群众、服务居民群
众、丰富文化活动等 20个服务事项打包整合，
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有效满足了居
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服务需求。 （张歆怡）

房源直租 租房不怕再被坑

成都住房租赁交易平台全新上线
峨眉山市
文旅精英共论“智慧旅游”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林立 实习记者
许芸浩）“智慧旅游是什么？为什么发展智慧旅
游？如何推进智慧旅游？……”为期三天的“2021
年全国智慧旅游培训班”于 12月 7日在峨眉山
大酒店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智慧文旅行
业大咖齐聚峨眉山下，共论“智慧旅游”，共同探
索“智慧文旅”的新路径。

开班仪式上。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一级巡视员宋奇慧围绕“智慧旅游”三大问题
深入分析了当前数字经济为数字旅游发展带来
的新机遇，指出了“智慧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以及主要发展方向，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作了
题为《智慧旅游——从理念到实践》专题教学的
开班第一课。信宏业指出，智慧旅游建设给了产
业一次完善自我和创新发展的契机，是一条行
业和企业提升改革的创新之路。

12月 8日上午，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葛军
莲作了题为《智慧旅游内涵与实现路径》的专题
教学讲座，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息中心主任
李全民作了题为《智慧旅游的河南实践》的经验
交流。12月9日上午，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科教处处长兼苏州市旅游咨询中心副主任施峰
将作题为《“君到苏州”文化旅游总入口平台建
设运营模式创新》，云南丽江古城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董颖将作题为《以科技创新赋能丽
江古城》的经验交流发言。

学习期间，大会还举行了分组讨论，研讨交
流。四川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游勇表示，本
次全国智慧旅游培训班在乐山市峨眉山举行，将
有力推动四川文旅经济向着可持续道路前行，进
一步优化“智慧天府”发展战略，打造“智慧旅游”
名片，推进四川旅游业高质量向前发展。

美丽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