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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欣泽头条好新闻欣泽头条好新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节能降耗节能降耗
保卫蓝天保卫蓝天

本报讯 6 月 13 日，县政协主席李晓曦带领我县浙江商会

到洋溪镇金峰村，走访看望贫困户，并开展捐赠活动，助力洋

溪镇脱贫攻坚工作。

在贫困户黄定有等家中，李晓曦一行实地查看他们的生

活居住条件，了解大家目前的家庭状况、生产生活状况，听取

镇村负责人关于危旧房屋改造工作情况介绍，现场就改善贫

困户居住条件，落实危旧房屋改造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李晓曦要求，镇村两级要尽快拿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尊重

贫困户意愿的基础上，结合贫困户生产生活实际，尽快启动

实施维修房屋改造工作。同时，要用好捐赠资金，加强工程

质量监管，确保贫困群众住上安全、舒适的新房子。

在随后的捐赠仪式上，浙江商会为洋溪镇金峰村 3 户贫

困户捐赠了 2 万元现金。商会负责人表示，还将继续关心、关

注贫困户生产生活情况，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做出应有贡献。

（刘洋）

李晓曦带领浙江商会到洋溪镇开展脱贫攻坚捐
赠活动时要求

用好捐赠资金
助力贫困户早日住上好房子

本报讯 仲夏时节，粽叶飘香。子昂

故里，龙舟欢腾。

6 月 16 日，射洪县 2018 年螺湖半岛

杯龙舟赛在涪江河畔隆重举行，数十万

市民和国内外游客齐聚比赛现场，观看

活动盛况。

上午 8 时，在精彩的节目表演后，活

动正式开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颖

宣布射洪县 2018 年螺湖半岛杯龙舟赛

开幕，并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

明、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和市政府办副

主任向诚为龙舟“点睛”。

县委书记蒲从双致辞，县委副书记、

县长张韬主持开幕式，县政协主席李晓

曦等县领导出席。

蒲从双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

县政协向莅临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

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办好本次龙

舟赛而付出辛勤努力的裁判员、运动员

以及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问候！向

关心支持本次大赛的各界朋友和父老乡

亲表示衷心的感谢！

蒲从双在介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

说，过去一年，在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百万射洪人民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秉承龙舟精神，锐意进取、奋勇争

先，开创了新时代射洪跨越发展新局

面。一是继续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

列，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60 亿元，位

居全省丘区县域第一方阵；全省唯一的

锂电产业园两大主业项目开工建设，打

造中国西部锂电之都迈出坚实步伐；继

全省工业强县示范县、三农工作先进县

之后，又被评为全省服务业强县示范

县。二是继续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

启动美丰集团战略重组，稳妥推进沱牌

舍得深化改制，成功争取全省乡村振兴

规划试点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在全

国“双安双创”工作会上交流发言，“六

手印记”村务管理模式获中省市广泛关

注和报道，“撤县设市”通过国家民政部

专家论证。三是继续在民生改善中走在

前列，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

程，实现精准减贫 5172 人、摘帽 21 个村，

贫困发生率降至 1.5%；投入资金 2 亿元

全面落实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县城区

PM2.5、PM10 实现双下降，水域环境质量

显著改善；抓实平安射洪建设，夺得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最高荣誉“长安

杯”。

蒲从双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是射洪迈步新时代的关键一年。全

县上下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及其“四川篇”为指导，继续发

扬跃浪争先、勇立潮头的龙舟精神，集

中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好精准

脱贫攻坚战，务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全

县人民更大程度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随着发令枪响，龙舟赛正式展开。

在振奋人心的鼓点声中，队员们精神抖

擞，时而锣鼓喧天，时而呐喊加油，声传

数里，涪江河上一片沸腾。一艘艘龙舟

如利剑出鞘，向观礼台全速驶来，奋楫

争先。队员们振臂挥桨，劈波斩浪，勇

争上游，再现了 30 多年前涪江河赛龙舟

的壮观景象。

据悉，今年为方便广大市民更好地

观看节目欣赏表演，我县新增看台座位

1200 余个，并通过中央电视台、遂宁电

视台、县广播电视台和城区大型 LED 显

示屏及县内相关新媒体进行现场直播。

（刘洋）

射洪县 2018年螺湖半岛杯龙舟赛举行

发扬跃浪争先勇立潮头的龙舟精神
汇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幕式嘉宾依次给开幕式嘉宾依次给44条龙舟点睛条龙舟点睛 许竣钦许竣钦//摄摄

本报讯 6 月 19 日，县委书记蒲从双

带领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项目工作

专项调研，强调要进一步摸清项目工作

情况，积极协调解决问题，加快推动项

目落地落实，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强力保障。

蒲从双一行先后到川中建材 83 万吨

短流程钢技改升级项目、县锂电产业园

年产 5 万吨锂电池材料生产项目和射洪

年产 1000 吨金属锂新材料生产项目、都

江制造年产 6 万吨汽车零部件铸造及加

工配套项目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汇

报，了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座谈会上，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就

项目工作情况和保障项目工作顺利推进

等进行了发言。

蒲从双强调，项目工作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支撑，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政

治站位，积极主动作为，把项目工作落

到实处。一要综合施策，千方百计做好

要素保障。二要加大力度，积极推进征

地拆迁工作。三要做好服务，县经开区

和县直相关部门要围绕项目推进主动做

好服务工作。四要强化督查，相关部门

要进一步强化督查检查，逗硬奖惩，确

保项目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县委副书记袁渊，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杨文彬，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任德武及相关部门、乡镇负责

同志参加调研。 （刘洋）

蒲从双带队开展项目工作专项调研时强调

主动作为狠抓落实
确保项目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四月春光明媚，县太兴乡二教寺村

满山满坡绿色覆盖，大片的小麦正扬花

灌浆，油菜却已豆荚饱满，隐隐显出成

熟的微黄。站在二教寺村一片缓坡上，

满脸油黑的胥小铭和他的同伴熊文龙、

罗成笑了：今春，几百亩麦子、油菜丰收

在望！

胥小铭和他的同伴熊文龙、罗成分

别来自遂宁射洪、达州宣汉、宜宾乡村，

他们是大学同学，还住在一个寝室。在

校假期时，他们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

回来后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农村的青

年人都外出挣钱了，老弱病残留在家

里，乡村土地大量荒芜，荒凉的状态令

人心痛。 3 人谈起这些时，竟然产生了

一个共同的理想：大学毕业后回乡创

业，用自己的力量去振兴一片乡村。

大学毕业前，当他们各自把想法给

父母说后，他们的父母一百个不答应，更

谈不上支持。3 个人一商量，决定在企业

干上几年，积累点资金再说。于是，他们

纷纷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几年下来，各自

有了 30 万多元的积蓄。2015 年，3 人又聚

在了一起合计，他们先后去熊文龙老家，

又到胥小铭老家，终于决定把创业基地选

在这里。胥小铭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说：

“辛辛苦苦挣钱把你送进大学，就是为了

你‘脱农皮’，你现在是每年 10 来万元的

钱不挣，竟然还回来重新把‘农皮’穿起，

你傻呀？”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儿子和他的

同伴们的理想折服。

年轻人说干就干。他们租用了乡

亲种着的土地 300 来亩，又电话联系了

乡亲，希望租用他们撂荒的土地，乡亲

听说了他们的理想，有的笑他们不知

深浅，有的竟然不收他们一分租金送

他们荒地开垦。他们受到鼓舞，陆续

买来了旋耕机、播种机。恰好小铭的

父亲胥洪田曾经是拖拉机手，正好帮

上忙；母亲何正兰也来给儿子当后勤，

每天把饭给他们煮得喷喷香。太兴乡

党委、政府的领导们得知 3 名大学生回

乡创业，也纷纷深入田间送来了鼓励

和支持，并积极帮助他们争取农业发

展项目资金。村里的乡亲也常常应约前

来帮忙，最多时每天有 30 多人。大学生

们不亏待乡亲，凡是来打工的，每天都

发 80 元左右的工钱。

一个又一个汗滴禾下土的日子过

去，小铭和他的同伴们手上打起了老

茧，人也黑了、瘦了，但是，一人多深的

荒草地变成了大块大块的良田，他们用

辛劳与执着换来了近千亩的好田好土，

换来了麦香、油菜香、稻花香、玉米香。

“现在村里的几百亩撂荒地都用起

来了，一些曾经冷眼旁观的人都夸奖孩

子们能干、有出息，我们全家都充满了

信心。”何正兰高兴地说。乡亲们也很

高兴，因为农忙时节有了胥小铭他们的

收割机、旋耕机帮忙搞助耕、助收，粮食

烘干设备很快就让他们的谷物进仓，不

仅他们减少了大量劳力，还大大提升了

粮食品质。

“今年，我们 500 亩麦子可以收 3 万

多斤，400 多亩水稻和 500 多亩玉米又可

以收好几万斤。”胥小铭显得很兴奋，而

更让他兴奋的是，去年，他们抓住村里

曾经用来养白羽肉鸡的养殖场荒废的机

遇，把这个场子租过来改建成养猪场。

如今，入场 1400 余头的小猪已经长到了

120 来斤，到 7-8 月出栏不仅能获得 200
多万元收入，还很好地解决了种粮食的

肥料问题，一条生态种养绿色循环的路

子铺在了他们面前。听说乡上正在争取

土地整理项目落地二教寺村，胥小铭他

们更加乐观，这个偏远乡村的振兴应该

指日可待了！

小铭他们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回来

还要看种养技术书籍、光盘，“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给我们很大鼓

舞，我们是想走出一条现代化特色的农

业之路，给乡亲们做个示范，让他们走

出传统农耕，用现代农业推动乡村发

展。”胥小铭和他的同伴们信心十足。

然而，胥小铭他们心里也隐隐不安：随

着规模的扩大，他们的积蓄已经全部投

入到基地建设，种粮食收入的钱也投进

现代农业设施、设备的添置，资金的困

难是他们发展的一只“拦路虎”，如果要

在近 5 年实现 3000 亩的种植目标，带给

他们的将是更加严峻的考验。

“既然选择了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干

出名堂！”在太兴乡二教寺的山野间，3
名大学生正以坚实的步伐让乡村振兴梦

在他们的理想之路上不断前行。（罗明金）

3名大学生的乡村振兴梦
——回乡创业大学生胥小铭和他同伴们的故事

本报讯 6 月 14 日，县委理论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邀

请国家化石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永栋、国家化石专家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王丽霞作学习辅导报告。县政协主席李晓曦等

县委理论中心组一、二组成员参加学习，副县长邹清主持学

习会。

讲座中，王永栋作了题为《加强化石科研科普，弘扬地学

旅游文化》的报告，从地质遗迹和古生物、中国古生物的重大

进展和国际影响力、射洪硅化木-侏罗纪-地质公园、化石保

护的射洪经验和启示、未来发展展望及愿景五个方面，用深

入浅出的语言、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带领大家走进化石、了

解化石。王丽霞作了题为《加强化石保护研究，振兴美丽化

石乡村》的报告，讲座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对大家进一步了

解化石知识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很好的帮助。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县国土局、

侏罗纪管委会、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参加学习。 （郑蕾）

县委理论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议

本报讯 6 月 15 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晓曦带领县

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和部分政协委员组成的视察组对我县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工作进行了重点视察。

视察组先后到县城海天涂料厂、广兴镇污水处理厂、金华

镇垃圾填埋场和宇基水泥厂，就环保问题整改成果和巩固长

效机制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视察。

李晓曦对我县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

定，她强调，要把县委对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大气污染联防

联控相关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一要提升认识，深刻认识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要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联

动机制，努力形成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强大合力。

三要统筹结合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理顺关系，完善长效机

制，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副县长蒋桂彬陪同视察，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王庆华、李

毅、杜敬华参加视察。 （刘洋）

县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视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时强调

提升认识 健全机制
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本报讯 日前，省财政厅下发《关于下达 2018 年省级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向群英水库等中型水库增加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根据建设进度，省财政向群英水库扩

建工程增加了 13000 万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据了解，为全力争取扶持资金，加快建设步伐，2018 年以

来，群英公司认真贯彻落实文件要求，依照群英水库 2018 年

建设计划和进度，在县发改、县财政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就《群英水库扩建工程》项目向四川省财政厅申请了 2018
年省级财政水利建设专项奖励资金。

该笔资金的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群英水库建设

资金缺乏的压力，有效地推进了群英水库扩建工程建设步

伐。 （贾明高）

射洪群英水库
获省级财政水利建设专项资金1.3亿

本报讯 近日，遂宁市召开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综合应

用系统建设暨“最多跑一次”实施动员会。县政务服务中心

主任陈实兴就我县“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积极响应中省市关于加快推进“最

多跑一次”改革方案精神，扎实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注

重发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理念，梳理我县“最多跑

一次”行政许可及服务事项清单，逐步推行“网上咨询、网上

申请、网上办理、网端推送”，加快实现全程网上办理；同时切

实推行“一窗受理”工作模式。积极推行房管、地税、不动产

登记窗口“一窗受理”改革，着力破解“信息孤岛”，依托西辰

软件公司打造市县“一网通办、一库共享”的信息平台，真正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刘苏 贾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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