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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贫困村、贫困户持续增

收就得在产业上下功夫。”5 月 14
日，射洪县广兴镇扶贫办主任胡勇

刚完成手头工作，就忙着赶往建新

村青花椒种植基地，地里前两月刚

栽下的青花椒现在正值存活的关键

期，这些好不容易“落地生根”的产

业要时刻关注着。

广兴镇有三个贫困村，浩志村、

建新村和金河村，三个村有一个共

同特点：坡高沟夹、水源缺乏，导致

业主留不住、产业发展难、村民无依

托，而这些难题也被归纳为产业发

展需要攻克的三大环节，即“业主-
产业-贫困村（贫困户）”。为了解决

这些难题，广兴镇创新并探索了产

业发展“五个一”模式，即加快一个

调整、搭建一批平台、建设一批基

地、组建一批合作社、培育一批新型

农民。

去年，广兴镇针对三个贫困村

实际做出调整，按照“一村一策”，变

传统种植业为经济作物种植，引进

带头示范的业主，推动贫困村产业

发展。

而“五个一”解决的关键难题就

是业主。

早在 2016 年，广兴镇就开始寻

找业主，但前前后后来考察的十多

批业主都没能留住。“业主来了一看

直摇头，摆摆手就走了。条件太差，

业主根本留不下来。”回忆起两年前

招 引 业 主 的 经 历 ，胡 勇 仍 有 些 难

过。也就在那时，胡勇明白了，要打

开产业发展的门路，业主问题必须

解决！“搭建一批平台、建设一批基

地、组建一批合作社就是为了创造

良好环境，让业主留得下来。”2017
年，广兴镇通过修建农业生产便道、

灌溉蓄水池等改善基础设施，为平

台、基地、合作社的搭建补齐短板。

为了让业主更加踏实地“扎根”，广

兴镇还采取荒地利用前三年优惠政

策，为业主减负，让业主安安心心搞

产业。“对未来的发展我很有信心，

灌溉、用地这些问题都很好地解决

了。”射洪县兴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谈洪成告诉记者。

通过“五个一”的带动，广兴镇

已成功引进射洪县兴龙蔬菜种植专

业合作社、射洪县颐瑞强建种养合

作社、太阳湖农业公司“扎根”贫困

村。业主的入驻让产业发展顺利起

来，目前三家业主已在广兴镇发展

起了青花椒、糯玉米、中药材产业千

余亩，近百户贫困户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

前两大环节的突破，也让广兴

镇找到了发展的信心，并找准了第

三个环节的重点任务——培育一批

新型农民。

“你这个打药，一定要用罩子把

青花椒苗罩住，这样才不影响它的

长势。”在建新村的青花椒种植基地

里，来自眉山的技术人员廖俞富悉

心指导村民学习青花椒种植技术。

按照“五个一”模式中“培育一批新

型农民”的要求，每个合作社每年要

担任起 2-3 名村民的培训任务，不仅

要让村民吃上“产业饭”，还要逐渐

成为“专业人员”。

浩志村村民邓兴琼就是合作社

今年的重点培养对象，除了在合作

社务工挣钱，他还“跟师学艺”，“虽

然一直在种庄稼，但要真正种好还

是难。”从去年开始，邓兴琼就在兴

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始学习，

从育秧、田间管理等技术一点点学

起。今年，她将新技术带回了自家

的 4 亩糯玉米试验田，“要学以致用

嘛！我也想看看自己学到位没得。”

邓兴琼笑呵呵地告诉记者。为了让

更多村民接受产业、接受技术，今年

7 月，兴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还将

组织村民代表去眉山现场学习考

察，真正培养一批“农民专家”。

目前，产业发展“五个一”模式

已在广兴镇全镇推广，该镇将抓住

“业主 -产业 -贫困村（贫困户）”三

大环节，各个击破，着力解决贫困村

产业发展难题，助推贫困村增收、贫

困户致富。 （陈醒）

民革市委

5 月 4 日，由民革遂宁市委主

办，以“读书启迪智慧，用智慧滋养

心灵”为主题的读书会在船山体育

馆席殊书屋举行，约 60 名民革党员

参加活动。

读书会活动分好文品读、品味

书 香 、荐 书 寄 语 、专 业 讲 座 四 部

分。好文品读环节，大家共同品味

书籍中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品味

书香环节，党员代表以自己的角度

解读书中的经验教训；荐书寄语，

党员代表用简洁的语言推荐书籍；

专业讲座环节，邀请摄影家主讲了

摄影课，分享摄影技巧知识。

主办方介绍，此次读书会活动

主要目的是为民革党员们营造良

好的读书氛围，引导大家多读书、

读好书，不断丰富大家的文化娱乐

生活，有效提升文化素质。同时，

为民革党员搭建一个“读书、感悟、

交流”的互动平台，让大家以各种

形式表达自己的读书见解，促进相

互学习，从而强化党员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不断深入推进“大学习、大

讨论、大调研”活动。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市审计局

5 月 7 日，市审计局召开专题会

议，组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

会议要求，全市审计干部要围

绕富民强市“七大提升行动”，加强

财政预算执行审计、自然资源审

计、政府投资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和扶贫资金等项目审计，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绩效，推动党风廉政建

设；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建设一

支政治素质优秀、业务技能优良、

作风精湛、能打胜仗的审计干部队

伍。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

川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是当

前紧迫的政治任务。下一步，全市

审计系统要分层分类别开展讨论，

为推动新时代富民强市再上新台

阶贡献力量。 （赵楷）

市粮食局

近日，市粮食局召开党组中心

组（扩大）专题学习会，对市直粮食

系统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作全面安排部署，要求干

部职工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

神、凝心聚力，往深处学，从实处

做，认真按照市委确定的时间节点

扎实推进。

会议强调，要强化机构改革精

神“大学习”。深入学习《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坚决做到工

作不断、队伍不乱。深化转型发展

“大讨论”，在全市粮食系统紧紧围

绕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完善粮

食宏观调控、加强政府储备管理、

强化粮食流通监管、搞好规划引领

和规范建设、服务粮食产业经济发

展“六项任务”开展“深化改革转型

发展”大讨论。优化供需平衡“大

调研”，合理分配调查指标，及时完

成全市 497 户城乡居民户 2017 年粮

油消费情况调查，科学分析推算，

准确掌握粮油消费结构，为宏观决

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蔡志凌）

市老年大学

5 月 10 日，市老年大学召开学

习会，研究部署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

会 议 指 出 ，广 泛 开 展“ 大 学

习 、大 讨 论 、大 调 研 ”活 动 ，是 推

动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市

老年大学全体干部职工要把大学

习作为一种常态，重点围绕“如何

提高政治站位”“如何促进老年教

育发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如何服务老年人”等工作

开展大讨论，要积极开展老年教

育 暨 老 年 大 学 发 展 情 况 调 查 研

究。

会议强调，要对老龄工作的新

形势、新任务进行再学习、再认识，

准确把握老年教育的政治性、规律

性，坚持规范化、社会化开放办学，

不断提高老年教育的普及率，为积

极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人口

老龄化，推进富民强市“七大提升

行动”服好务。

（全媒体记者 周厚均）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新时代富民强市新思路新举措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厚均）全

市科技创新攻坚大会将于 18 日在高

新区远成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当前大

会筹备工作如何？昨（16）日，市委常

委、副市长罗晖，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吴相洪率队督导并召开现场会。

督导组现场督导了全市科技创新

攻坚大会现场准备情况和我市 2018
年科技创新攻坚战创新项目启动暨启

迪之星·遂宁创客公园开园仪式现场

准备情况。在随后召开的现场会上，

市委办、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市科

知局、市委群工局、市委维稳办、市接

待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船山区政

府、启迪之星等作了筹备情况汇报，

并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全市科技创新攻坚大

会既是“三大攻坚战”的动员大会，也

是省政府为我市高新区创新发展营造

声势的大会，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

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要强化宣传，大力宣传我市实施

科技创新攻坚战，营造科技创新的浓

厚氛围；要高标准、严要求做好相关

筹备工作，竭尽全力，确保大会顺利

举行；要通过举办科技创新攻坚大

会，向参会嘉宾展示遂宁良好的投资

环境，吸引更多企业、投资机构到遂

宁发展，为我市打好科技创新攻坚战

贡献力量。

罗晖吴相洪率队督导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筹备工作

做好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举行

本报讯 昨（16）日，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杨军率队，调研督导市级重点

项目大英县通利电源公司、经开区装

配式砼构件工厂项目推进情况。

在项目建设现场，杨军一边听取

项目负责人的情况汇报，一边查看项

目建设推进情况，并不时询问项目推

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针对项

目建设进度、发展规划以及当前管理

和经营中的具体细节，杨军与相关部

门及重点项目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

流。据了解，通利电源项目是大英县

2017 年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于 2017 年

3 月动工，7 月投产。2017 年实现产值

2000 万 元 ，今 年 1-4 月 实 现 产 值 近

2000 万元。

杨军要求，项目建设方要在保障

安全前提下，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各职能部门要做好项目监督，结

合各自职能，在要素保障、营商环境

等方面做好服务。经开区要尽快将装

配式砼构件工厂项目报请市政府进行

可行性研究。对通利电源项目三个多

月建成投产的成功案例，大英县要充

分总结，形成可供推广的经验，为促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招商引

资环境。

（蔡志凌）

杨军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时要求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

今年以来,射洪县紧紧围绕脱贫摘帽标准,整合相关部

门资金和涉农资金,加快补齐贫困村的基础设施“短板”。

图为金华镇东山村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原有的组

道路进行加宽，项目建成后将为该村发展香椿产业打下坚

实基础。 刘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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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1201005007427

136691200806010045

00288859

国家教委（86）教计字046号

106117201405203659

106224062653

（91）川师毕证字第0868号

136691201105000218

511615200506014031

106105200305000475

129701200606524020

106381201205002820

106491200605001145

106105200306000706

00770165

8801076

106381200705005264

129705200306002296

1000387

129705201006000632

106361201302000700

129701201006491522

106285201405003646

106381201405005609

1200215402
65510104083018421

106391201005000547

66500107092023094

02818877

108701201206001170

136711200905312319

126061201106001871

106391200705002433

02824665

106285200805000434

106401201405000528

02891809

补第2015（01）号

21330078

65511304153560368

136691201406000252

136651201005001515

106361201205006525

学科专业

油气储运工程

新闻学

市场营销

小学教育

戏剧影视文学

轻化工程

编导（新闻采编与制作）

历史教育

汉语言文学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历史系政史专业

广播电视新闻学

行政管理

新闻学

电子商务

数学与应用数学

心理学

经济管理

新闻学

工业经管

艺术设计

实用美术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工商管理硕士

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

新闻学

法律
社会工作管理

广播电视新闻学

新闻学

新闻学

机械专业

旅游管理

市场营销

汉语言文学专业

体育教育

汉语言文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

新闻学

教育学

新闻学

汉语言文学

编导（广告与传媒方向）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广播电视新闻学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遂宁日报社已对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

行严格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期：2018 年 5 月 17 日—5 月 21 日，欢迎各界监督，监督电话：0825——2310721

遂宁日报社
2018年 5月 16日

昔日：业主留不住 产业发展难 村民无依托
如今：业主留下了 产业落了地 村民吃上“产业饭”

产业发展“五个一”模式的广兴路径

公 示

本报讯 按照“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的总体部署，5 月 15 日，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吴相洪带队到射

洪县双溪乡、天仙镇、东岳乡，对梓江

河道开展大调研，强调要加强河道工

作调研，强化源头治理和监测监督，

做实防汛抗旱准备工作，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在去年的环保督察中，射洪县梓

江沿线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全部关停，

河道网箱养鱼全部拆除，并新建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在双溪乡，吴相洪一

行边看边询问，详细了解网箱养鱼问

题整改落实情况、场镇生活废水、梓

江河水监测等情况。看到梓江河水

清澈见底，得知梓江水质已经稳定在

国家三类水质标准，还发展了 200 亩

芍药产业，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吴相洪表示满意。他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河长制工作，确保梓江流域水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要发挥好梓江

流域监测站作用，加强对监测数据的

分析研判，善于发现问题，及时查清

原因，迅速整改落实。特别要做好防

汛减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度

汛。

在东岳乡污水处理厂，吴相洪通

过实地查看、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

了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针对污水处

理厂存在的管道建设不完善、运行效

果差等问题，吴相洪要求，要结合当

前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剖析，

为下一步建设营运提供经验。

吴相洪一行还先后到梓江偏溪口

大桥等地现场查看梓江河治理、防洪

设施建设、集镇污水处理等。

（杜林德）

吴相洪带队赴射洪梓江河道开展调研时要求

强化源头治理 实现人水和谐

（上接 01 版）——专利申请量达

到 2232 件，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 563
件，同比增长分别为 23.52%、12.38%，

3 项科技成果荣获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1 项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2
项专利荣获四川省专利奖三等奖；

——新增省级研发机构 6 家、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省级众创空

间 1 家 ；新 增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20
家，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达到 8423.2
万元，同比增长 82.64% ；高新技术产

业总产值达到 511.5 亿元，位列全省第

五位，同比增长 20%；

——积极培育企业“民参军”，新

增军民融合企业 3 家，全市取得军工

认证企业达到 10 家，销售民参军产品

超过 2 亿元，军民融合成效显著；成功

组建四川军民融合大型科学仪器共享

平台遂宁工作站。

——落实科技扶贫资金 138 万元，

支持 1 个科技扶贫示范县、10 个示范

村、5 个产业扶贫示范项目建设；全省

非贫困县第一个开通四川科技扶贫在

线遂宁市运管中心和安居区运管中

心；建立 6 支 108 名科技特派员队伍，

开展培训和技术指导 1 万余人次。

……

落实“三大工程”“六大任务”
2018“科创”再出发
《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战实施方

案（2018—2020）》的出台，为我市科技

创新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方向。

——未来三年，我市将实施“百户

企业培育工程”“千亿园区建设工程”

“万名人才集聚工程”三项重大工程。

——未来三年，我市将落实六大

重点任务，包括以绿色产业为支撑，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示范创建为

抓手，打造创新创业高地；以平台建

设为重点，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以

科技惠民为导向，建设宜居宜业新遂

宁；以产教融合为基础，构建创新人

才集聚地；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构建

先行先试新优势。

——到 2020 年，我市要实现科技

创新攻坚战总体目标，即：全市创新

驱动作用凸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双创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创新能力大

幅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明显增强，绿色经济催生的新兴业态

蓬勃发展；成功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

创建行列，实现美丽繁荣和谐遂宁的

目标。

与此同时，《遂宁市科技创新攻坚

战 2018 年度工作推进方案》明确了

2018 年的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大力培

育创新主体，着力促进创新成果转

化，全面实施科技创新攻坚行动，努

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新增省级以

上研发机构 3 家、省级以上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 2 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 1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元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体系

评价认定 100 家以上；培育和引进创

新人才 100 名；技术合同交易登记额

达到 1.2 亿元。

蓝图已绘就，目标已明确。即日即

为起点，我市将以踏石留印的决心、以

抓铁有痕的行动，在遂州大地全面打

响“科技创新攻坚战”，让科技创新成果

遍地开花。 （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

（上接 01 版）“督查中，我们还发

现个别乡镇‘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

贫困户识别程序不规范、识别不精准

和识别优亲厚友等问题。”市纪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个别地方还存在对危

房认定不精准，改造中偷工减料、易

地搬迁房屋设计及布局不合理；个别

地方小额贷款资金监管不严、违规使

用等；个别地方存在虚假脱贫、做假

资料等欺上瞒下行为；个别干部不作

为、慢作为、搞形式主义，不下深水解

决群众实际困难；个别地方对扶贫政

策的宣传不够，审核不严，执行不力，

损害群众利益等问题。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

机 关 共 发 现 扶 贫 领 域 问 题 线 索 316
条，党纪政务处分 30 件 30 人，组织处

理 3 件 3 人，诫勉 16 件 22 人。

接下来，市纪委还将结合全市“大

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整治“群

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活动和扶贫领

域“清淤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大调研，并有针对

性地完善治理措施，同时扎实开展联

动监督，强化线索移送处置，严肃问

题查处通报，持续助力全市打好脱贫

攻坚战。

（全媒体记者 熊燕 实习生 方珺华）

科技创新攻坚战 遂宁奋战正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