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6 日午后，射洪县气温超过

30℃。金鹤乡长房村贫困户郭朝阳

放下卷起的裤管，顶着太阳从田里往

家里走。“只要这几天插好秧、灌好

水，后面秧苗就不愁长，家里也多了

一笔收入，脱贫更有底气。”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

“今年脱贫难度更大，质量要求
更高，防止返贫任务更重。”乡村振
兴开局之年，市扶贫移民局局长勾中
进连用 3 个“更”字形容头等大事的
坚中之坚。对此，我市把提高脱贫质
量放在首位，把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
力、增强发展能力作为根本举措，把
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作为
基本要求，把作风建设作为重要保
障，保质保量完成 2.5 万贫困人口脱
贫、90 个贫困村退出年度减贫任务，
实现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一线探访
产业打底
郭朝阳很拼

郭朝阳的日常工作远不止下田

种地这一项，村里即将建好的易地扶

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也时常出现他的

身影。此外，他还在不知火产业基地

长期务工。

为何这么拼？郭朝阳说，在党委

政府的帮助下，他不仅住上了新房

子，而且入股了种植专业合作社，就
连儿女也先后入学、就业。“家里的
大难题都帮我解决了，只要平时够勤
快，今年脱贫不是问题。”

去年，长房村已发展 224 亩优质
柑橘，今年计划以长房村辐射周边 6
个村发展 1500 亩，打造金鹤乡海棠
溪乡村旅游林果经济示范区。与郭
朝阳一样，村里多数贫困户因产业而
正在改变贫困面貌，他们期待未来能
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金鹤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贫困村
采取“龙头企业+业主+合作社+村集

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加快土地经
营权流转。同时，鼓励引导贫困群众
以合作、联营、产业互助、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参与产业发展，
优先录用贫困群众在产业基地务工，
变村民为股民、变农民为产业工人，
最大限度地带动群众增收。

读懂文件
锁定“全面小康”
打好乡村振兴首场硬仗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要抓

好“头等大事”，确保到 2020年现行标

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

部摘帽，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市委一号文件提出，围绕“两不

愁”“三保障”“四个好”目标，严格落

实“六个精准”，突出抓好产业扶贫、

住房改善、教育帮扶、医疗救助等工

作。在贫困村探索产业五联机制，利

益联结模式。推进贫困家庭就业计

划，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至少

1人实现就业。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县域内住院和慢性病门诊维持治

疗医疗费用个人支付占比均控制在

10%以内。加大“感恩奋进”教育力

度，同步推进“扶智”和“扶志”。进一

步增加脱贫户和村集体经济的经济
收入，为达到小康水平奠定基础。

市委一号文件对“稳定脱贫”着
重强调。对已退出贫困村和已脱贫
人口开展“回头看、回头帮”，继续巩
固深化脱贫攻坚成果。保持脱贫攻
坚政策的延续性，全面落实国家对脱
贫对象的后续扶持政策。建立脱贫
对象持续增收机制，防止脱贫户因
病、因灾、因学、因智返贫。

部门行动
聚焦年度目标
实现脱贫攻坚连战连胜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中

期考试之年。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把

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坚持目标标

准，落实精准要求， （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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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近 日 从 相 关 部 门

获 悉 ，5 月 14 日 ，央 视 CCTV7《乡

土》乡村振兴系列节目《乡土中国·
我 们 向 往 的 乡 村 —— 魅 力 遂 宁》

（文化旅游篇）走进遂宁，开始为期

15 天的录制。

据了解，节目将从 5 大主题、5 个

篇章进行录制，集中展示我市乡村旅

游发展成果和部分乡镇（村）旅游特

色、旅游带头人风采，从不同侧面呈

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魅力遂宁。

此次《乡土中国·我们向往的乡村

——魅力遂宁》系列节目为中央电视台

七套重点系列节目之一，在遂宁共拍摄

录制五期，每期时长 30分钟，将在《乡

土》栏目统一连续播出。 （范晶）

央视CCTV7《乡土中国·我们向往的乡村——魅力遂宁》栏目走进遂宁

看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魅力遂宁

生态环境部公布“清废行动2018”问题清单

遂宁行动

经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批准，射

洪县工商管理和质量监督局核准登

记，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9 日由“国

网四川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

式更名为“国网四川射洪县供电有

限 责 任 公 司”(简称：国网射洪县供

电公司）。现将更名后有关事务公告

如下：

一、公司更名后，原开户银行、账

号、地址、联系电话、传真等不变。

二、自 2018年 5月 22日起，公司正

式启用新名称公章，原名称公章、合

同专用章、业务专用章自 2018 年 5 月

22 日起停止使用。

三、名称变更不影响我公司原有

的各项权利及承担的各项义务。原

国网四川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资产和债权债务以及对外签订的各

类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书，均由国网

四川射洪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依法

承继和延续。

特此公告
国网四川射洪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明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公告

人才支持——
为援藏贡献青春才华

自 2012 年以来，遂宁先后 3 次选

拔优秀青年干部人才奔赴理县，开展

援助工作。他们带着市委“当好使

者、搭好桥梁”的嘱托，坚守“带着真

情援藏、带着责任援藏、带着清醒援

藏”的承诺，植根理县，不畏山高寨

远，深入对口帮扶工作第一线，创造

性地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邓勇，遂宁市第四批援藏工作组

领队、理县县委常委、副县长。2016
年 9 月，他带领第四批援藏工作组进

入藏区。

“补短板促交流，人才智力帮扶

是根本。”在邓勇看来，一切援助工

作和援助活动的开展，最根本的推动

力在于人。“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刚到理县之初，邓勇就

提出，要大力实施智力援藏，要求援

藏干部和技术人才把自身的专业特

长、能力优势，转化为当地人才的学

习资源，真正打造一支“永不走的人

才队伍”。

遂宁市第四批援藏工作更加注

重“造血”型援藏。在遂宁市第四批

援藏工作组的推动下，遂宁与理县达

成深化拓展医务人才战略支持关系，

建立挂职培训和互派机制、“院院帮

扶”合作机制、临床诊疗帮扶机制。目

前，遂理两地共 30 所学校纳入“校校

对口”帮扶，8 所医院建立了“院院帮
扶”战略关系，首次实现教育、医疗、
管理等高层次人才“组团式”援藏，
将“单兵作战”升级为“集团作战”。

“我们凭借遂宁在干部人才培养
上的优势，从理县选派 100 余名党政
干部、国有资产管理干部、规划类干
部、招商引资干部、优秀企业家等到
遂宁接受专题培训，着力提升理县干
部人才的业务水平。”邓勇告诉记
者，结合理县脱贫攻坚工作需要，他
们还邀请了遂宁城市规划、农业技
术、医疗教育、心理咨询、产业发展
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到理县开展集
中授课。

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人才互
动交流中，遂宁不仅为理县提供了直
接的人才和智力支持，还为理县打造
了一支留得住的本土精英化人才。

产业助力——
促进理县人民增收致富

在理县红叶大道一家专门经营

理县土特产的商店，店铺里虫草、牦

牛肉、野山菌等各种特色产品琳琅满

目。

“之前我的产品主要是靠游客购

买，去年在遂宁援藏干部的帮助下，

这些产品在遂宁打开了销路，销售效

果很好，一年纯收入就增加了 10 多

万元。”该店老板说起收益，笑得合

不拢嘴。

理县当地土特产老板增收的背

后，是理县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发展

的直接反映。其实，在刚到理县之
初，遂宁市第四批援藏工作组副组
长、挂职理县副县长廖锦标在走访中
就深刻意识到：理县特色果蔬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但处于高半山区的贫困
村果蔬种植基地还存在基础设施滞
后、专业技术缺乏、品种单一、产量
低等问题，制约了村民增收。

结合省、州相关要求，工作组编
制了《深化对口支援理县交流合作建
议方案》《遂宁市船山区对口帮扶理
县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五 年 规 划
（2017-2021 年）》和各年度对口援助
项目资金实施方案，精准细化项目内
容 和 推 进 措 施 。 2016 年 投 入 资 金
389 万元 ,实施项目 5 个，目前已全部
完成；2017 年实施项目 20 个，投入资
金 1223 万元，目前大部分项目已实
施完毕，个别项目还在实施中。

“真金白银”投入，项目扎实推
进，不仅推动理县农旅产业迅速发
展，还找到了广阔的销路。“结合本地
区果蔬产业发展需求和生产实际需
要，不断加强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试
验示范，优化提升果蔬产业种植结

构。”廖锦标表示，引进大白菜、辣椒、
番茄、苹果、葡萄等果蔬品种 20余个，
建立精品设施农业示范园；同时引进
台湾优新品种，与当地休闲观光旅游
业相结合，促进现代农业提档升级。

截至目前，理县 13 个乡镇共建
立种植管理示范园 18 个、新技术试
验示范园 3 个、蔬菜新品种示范园 7
个、大田作物新品种试验园 5 个 ,建
成无公害蔬菜基地 3 万余亩、甜樱桃

基地 0.8 万亩、青红脆李基地 1.5 万

亩、苹果基地 0.2 万亩。

民生扶持——
为理县人民带去幸福和温暖

“走在理县大街小巷，很多地方

都有援藏的痕迹，遂宁历年援藏的积

淀都看得见、摸得着。”援藏干部邓

明卫说 ,“大家生活越过越好、越过越

幸福，就是我援藏最大的成就！”

让邓明卫记忆犹新的是，他和同

事在理县着力推动的“全民免费体

检”工作，历时 55 天，行程 6000 余公

里，遍及全县 13 个乡镇及 15 个中小

学共 21 个体检点，免费为全县 12000
余名群众提供了 11 大项 38 个小项的

健康体检项目，为理县人民带去了健

康和快乐。

（下转02版）

遂理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获

悉，近年来，我市商标品牌培育成效

明显。据统计，目前全市国内有效注

册商标 9437 件、国际注册商标 84 件。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依靠

品牌发展壮大，品牌价值高达 530.01
亿元，成为“中国名酒”企业和川酒“六

朵金花”之一；“高金”成功以商标作为

无形资产入股省外企业；“金华清见”

的品牌效应带动产业规模迅速扩张，

农民纯收入增长 2 倍以上；“遂宁鲜”

公共区域品牌商标更是极大地提升了

我市农产品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截至目前，全市国内有效注册商标

9437件、国际注册商标 84件。

据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我市实施了“个十百千”品牌梯

级培育工程，开展了“商标战略进园

区”“商标强企”“商标富农”“助农送

商标”“商标助企大走访”等活动，不

断推行商标质押融资、商标股权入

股，强力保护商标专用权，深入实施

企业“走出去”战略，增强了企业国

际国内市场核心竞争力，促进了我市

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 （杜林德）

本报讯 18 日，记者从市河东新

区管委会获悉，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

设 PPP 项目成功入选省政府重点调

度 PPP 工程 (第一批 )，将获得省发改

委在省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中给

予 100 万 /个的支持，并将获得同等

条件下优先推荐争取国家相关部门

的示范项目和典型案例的政策支持，

省市相关部门将开辟绿色通道，优化

项目审批流程。

据悉，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

金融机构将为省政府重点调度 PPP
工程提供周到金融服务和免费财务

顾问。这有利于河东新区海绵城市

建设 PPP 项目有序推进，实现低影响

城市开发建设，达到“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

解”的目的，切实提高新型城镇化质

量。

据了解，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

PPP 项目包含仁里古镇项目、河东一

期改造及联盟河水系治理项目、五彩

缤纷北路景观带项目、东湖引水入城

河湖连通及市政道路项目。目前，仁

里古镇下街两横三纵 5 条道路的沿

街风貌与市政配套已完工 60%；仁里

古镇下街 4 个新建院落及下街中心

旅游广场改造已完工 50%；仁里片区

9 条道路景观改造已完工 65%；仁里

古镇北入口已完成。 （范晶）

培育商标品牌 增强企业竞争力
全市拥有国内注册商标9437件、国际注册商标84件

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 PPP项目
成功入选省政府重点调度 PPP工程

情系藏区 力助理县
——遂宁市对口援助藏区工作综述

长房村的脱贫底气

“遂理一家亲”活动周将于 5
月 21 日开幕，届时，来自四川理
县的特色优质甜樱桃、青红脆
李、牦牛肉等特色农副产品将走
进遂宁，供遂宁市民品尝和选
购。

在如今的理县，如果你翻越
重重山岭，穿行一个又一个隧
道，沿着杂谷脑河逆流而上，你
会惊讶地发现，在水流湍急的高
山峡谷中，曾经记忆里穷困潦倒
的理县早已被整齐排落、依山傍
水的栋栋民居装饰成了一道风
景。现在的理县，是藏羌文化走
廊，更是各地游客最爱的旅游目
的地……而这一切蜕变，有一股
来自“遂宁力量”的援助和支持。

人民网北京 5月 18日电 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5
日，生态环境部组织“清废行动 2018”打击固体废物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现场督查。通过对长江经

济带 11 省（市）2796 个固体废物堆存点位进行现场

摸排核实，共发现 1308 个问题。

督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涉及建筑垃圾、一般工业

固废、生活垃圾等随意倾倒或堆放，其中涉及建筑

垃圾 339 个，一般工业固废 253 个，生活垃圾 164 个，

危险废物 58 个，以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为主的混合

类 345 个，砂石、渣土等其他类 149 个。从问题分布

情况看，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均发现不少问题，

其中上海 35 个，江苏 187 个，浙江 17 个，安徽 88 个，

江西 336 个，湖北 386 个，湖南 69 个，重庆 33 个，四

川 60 个，贵州 65 个，云南 32 个。

生态环境部已分四批对 111 个突出问题进行挂

牌督办，并将其余 1197 个问题交有关省级环保部门

挂牌督办，同时要求各地及时公开问题清单、督办

要求和整治情况，直至整治完成。

遂宁援藏干部为理县薛城镇南沟村村民发放慰问品

本报讯 近日，船山区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遂宁市船山

区精神扶贫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和《遂宁市船山区乡风文明积分制实

施细则 (试行 )》。方案旨在提升农民

群众精神风貌，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

展能力 ,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遂宁市船山区精神扶贫工作实

施方案（试行）》从共建共治计划、政

策帮扶计划、新风引导计划、模范带

动计划、司法维权计划、积分奖励活

动 6 个方面，提出了 19 项具体工作举

措，要求以乡风文明积分奖励活动为

统揽 ,实施五大计划，在全区范围内

推动形成“我要脱贫”的共识，凝聚

“我敢脱贫”的勇气，激发“我能脱

贫”的自信 ,点燃“我可脱贫”的希望，

培养“我会脱贫”的能力 ,凝心聚力推

动乡村振兴。

据了解，乡风文明积分奖励活动

是以户为单位建立积分档案，一户一

页，一社一册 ,由评定小组参照各村

(社区 )制定的《乡风文明积分评定标

准》,根据综合评定项、单项加分考核

项、重大负面否定项 3 个评定项目，

每一季度对辖区内农民家庭组织一

次积分评定。评定中超过 60 分的家

庭可以获得实物兑换资格，待评分周

期结束后 ,可在定点超市按照 1 分价

值 1 元兑换生产生活用品 ,但不能兑

换烟、酒、娱乐用品及烟花爆竹等商

品。 （梁惠）

船山区脱贫攻坚再出实招

让贫困户物质和精神双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