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遂宁行动

奋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遂理
共筑小康梦

“这一周，我们家通过合作社就卖出

了 500 多斤李子，附近市场上卖 1.5 元-2
元，我们通过电商卖到了每斤 3 元-4 元，

不仅减少了担到街上卖的劳累，价格还

高了许多，电商就是好！”7 月 10 日，射洪

县凤来镇槐花村农户王颜德笑逐颜开，

为今年家中李子能多卖 1000 多元感到高

兴。

在凤来镇，以槐花村为中心的三个

村，像王颜德这样因电商受益的农户有

300 多户，李子面积达 700 多亩。目前，通

过电商已销售近 2 万斤李子。而其中种

植“脱骨李”面积最多的是圣寿村村民、

电商“领头雁”李俊。

三年前，圣寿村土鸡养殖大户李俊发

现，邻村槐花村曾远近闻名、颇具规模的

优质水果“脱骨李”，因疏于管理或树龄

老化造成果实小、产量低、村民获益少的

情况，有的甚至将李子树砍掉。

这么好一个产业不能白白放弃。李

俊向镇、村领导作了汇报并表示希望组

建“脱骨李”种植合作社。正值脱贫攻坚

启动，凤来镇党委、政府领导十分支持，

于是村民们纷纷加入合作社。李俊自学

了李子树管理技术，并向广大社员传授，

使老树恢复了“青春”，果子越来越大，口

味更加甜脆。他还流转本村和邻村土地

300 余亩，引进了“脱骨李”、“鸡血李”新

品种进行种植，今年正式挂果。

年初，李俊建成电商平台，把凤来槐

花沟“脱骨李”推到了网上。由此，订单

不断传来，“槐花沟脱骨李”一下子打开

了市场，以盒装 5 斤 48 元及物流配送销

往成都、新疆、西藏等大城市和全国各

地。李俊说，未来三年，他将帮助村民嫁

接优质新品种“脱骨李”，同时把种植面

积扩大到 2000 亩，给村民拓宽脱贫奔康

路。

同时，李俊发挥“凤臻”土鸡养殖品

牌优势， （紧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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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

内生产总值 41896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

6.7%，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在 6.7%至 6.9%的区间。

从生产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实际增长 6.7%，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全

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保持较快增速。

从需求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1.5 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

资同比增长 8.4%，比上年同期加快 1.2 个百分点。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 元，同比

名义增长 8.8%，比一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6.7%，加快 1.3 个百分点。

同时，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向好。

上 半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同 比 名 义 增 长

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6 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 4.8%，比上年同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7%，比上年同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从产业结构看，上半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比第二产业快 1.5 个百分点；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4.3%，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78.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 47.1 个百分

点。

（据新华社）

一个案件查处
折射派驻机构改革成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熊燕) 日前，在开展招投标

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市发改委招投标

管理科原科长彭某严重违纪，被给予开除党籍、行政

撤职处分。

查处中，市纪委监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监察组仅用

10 余天就取得突破，整个案件 20 天办结，实现时间

短、质量高、效果好。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因该纪检监

察组当时仅有 4 名纪检监察干部，经协调，市纪委监

委从驻市政府办纪检监察组、驻市工商局纪检监察组

和射洪县纪委监委抽派人员，组成了 9 人办案队伍和

12 人陪护队伍，破解了办案力量不足的问题。

查办过程中，市纪委监委联系室还协调驻市公安

局纪检监察组，帮助执纪审查外围组从拘留所提审重

要证人，取得关键证据；又协调驻市法院纪检监察组，

针对遗漏提出补查补证建议，保障案件质量。

彭某案的查办，正是“市纪委督办、各联系纪检监

察室领办、派驻纪检组承办”模式的优势体现。去年 8
月，市纪委监委完成综合派驻改革，将原来的 59 个派

驻（出）纪检监察机构整合为 16 个派驻纪检组。综合

派驻以来，16 个派驻纪检组已立案 20 件、结案 20 件，

给予党政纪处分 20 人。

舍得酒业捐赠500万元
支持防灾减灾救灾

本报讯 昨（16）日，舍得酒业射洪“7·11”特大洪

灾赈灾捐款仪式在射洪县委会议室举行。舍得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现场捐赠 500 万元用于支持射洪县做好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7月 10日以来，因涪江上游发生区域性暴雨，导致

涪江水位持续上涨，给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困

难。 舍得酒业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捐赠 500万元支持射

洪县防灾减灾救灾。据悉，所有捐款将专款专用，全部

用于救灾。射洪县委、县政府将与受灾群众一道，全力

开展复产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陈颖)

我市从三个方面
推进政务诚信建设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出台的

《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加强政务诚信提出

了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根据《实施意见》，我市将从探索构建广泛有效的

政务诚信监督体系、建立健全政务信用管理体系、加

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三方面着手推进政务诚信

建设，重点突出政府采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招标

投标、招商引资、政府债务、街道和乡镇六大重点领域

诚信建设。

同时，《实施意见》还对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组织

领导、协同配合、贯彻落实、督促检查等方面进行了规

范，以确保其顺利推进。 （蔡志凌）

10人入围脱贫攻坚奖
如有异议请你反映

本报讯 昨（16）日，记者从市脱贫攻坚办获悉，根据

《遂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18年全市脱贫攻

坚奖评选表扬活动方案的通知》，经评选委员会评审，朱

家琼等 10位候选人入围 2018年全市脱贫攻坚奖。

据公示，即日起至 7 月 23 日 18:00，候选人名单面

向社会公示，如对候选人有异议，可通过遂宁市脱贫

攻坚奖评选表扬活动办公室或遂宁市扶贫监督举报

电话 12317 进行反映。

记者梳理发现，10 位候选人

主要来源于自强不息的村民，勇

担脱贫重任的社会力量，深耕脱

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和乡、村

党支部书记。 （陈醒）

■全媒体记者 陈曦

“听你们口音，像是遂宁来的。”采访组

刚抵达理县，就被一位 19 岁的年轻小伙认

出，他说，“这几年来了好多遂宁人，也到处

看得到‘遂宁援建’。理县人对遂宁，再熟

悉不过了。”

牵挂着理县
如同牵挂自己的家乡一样

对于这群从遂宁来的干部而言，“援

藏”既是一种责任、一份担当，更是融入内

心的信仰。“说理县话，做理县人”。彼时，

遂宁援藏干部带着一颗真心踏上了这片土

地，从此理县便成为他们心里的牵挂。

穿过桃坪羌寨，沿着杂谷脑河北岸怪

石嶙峋的峡谷小道一路蜿蜒而上，千年古

寨增头村便藏在白云深处的高山里。这座

经历千年风雨的寨子，因为地少人多，一些

村民开始想办法离开，而遂宁援藏干部却

为了留住这份历史四处奔走。

“这些洒落在高山上的瑰宝，也是潜在

的旅游资源，或许可以成为助推脱贫攻坚工

作的关键。”到达理县的第三天，援藏干部胡

勇明就沿着这些高山上崎岖的村道，收集整

理第一手资料，形成了数千字的调查报告，

努力争取传统村落保护政策和资金。

遂宁援藏干部植根理县，如同牵挂自

己的家乡一样，牵挂着理县的乡里乡外。

乡亲们的每一桩难事都会牵动他们的神

经。

听说当地的果农正为苹果滞销而发

愁，遂宁第四批援藏工作组二话没说，立即

联系遂宁水果批发市场寻找销路。夹壁乡

遭遇洪水，援藏干部和当地干部一起连续

在现场排查。“每天等村民们都休息了，他

们才赶回镇上，而且把理县的事当成自家

的事，这种情谊和精神让本地干部群众很

感动。”夹壁乡党委书记高孝云对援藏干部

赞不绝口。奎寨村村民祁洪章也说：“为了

让我们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他们比我

们还要操心。”

奔走在路上
为理县脱贫致富而劳心

“眼望着天堂，脚踩着地狱”，到过藏区

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

湍急的杂谷脑河自西而东，贯穿理县，

大大小小的村寨就分布在河谷两岸和高山

坡地上。进村的盘山小道弯多、路陡，一些

高山路段还没有护栏。就是这样险峻的进

山路，却是援藏干部们常常要走的路。

汽车在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挂职

理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遂宁第四批援藏工

作组组长邓勇再次抵达夹壁乡猛古村。“您

又来啦！”地里忙活的村民见他来了，很远

就和他打起招呼。“上一季大白菜收成如何

啊？这回又准备种点什么？”邓勇停下脚步

和村民聊起了家常。

“兰卡头……在家吗？”

听到邓勇的声音，贫困户兰卡头便张

罗着让妻子赶快搬板凳出来。一见面 ，两

人像老朋友般聊了起来——

“老母亲最近身体咋样？”

“还好，就是有时会喊头晕。”

“还有什么需我们帮忙的，尽管说。”

“感谢你们帮忙，我们家享受了很多政

策。手机存着你的电话，有困难我一定找你。”

从兰卡头家出来，邓勇忙着走下家，不

知不觉错过了饭点。为了节约时间，邓勇

便带着当地干部在村上吃起了方便面。“这

是常有的事，有时坐在小卖部的桌子上吃，

有时干脆就蹲在路边上吃。”

为了解决出租车驾驶员经常集体罢

工、上访的问题，援藏干部刘海春连续一个

月，每天马不停蹄地辗转在大街小巷，走访

企业和出租车驾驶员；为解决汶马高速弃渣

防汛问题，援藏干部胡玉军连续半年与施工

方协调沟通，无数次深入施工现场；为了维

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援藏干部胡林常年穿梭

在理县的大山间……遂宁援藏干部就像理

县百姓身边的亲人一样，为他们四处奔走，

把脚印深烙在了理县的高山峡谷间。

这是牵挂之外的另一种深情。
（下转02版）

合利诚数码科技公司进入试产阶段

填补四川全自动
封装的生产空白

日前，落户于遂宁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合利诚数码科技公司进入试产

阶段。该公司致力于感光芯片研发与封

装，产品涵盖物联网、车联网、无人机、安

防设备，多项技术达到一流国际水平。

其中，感光芯片全自动封装生产线填补

了四川全自动封装的生产空白。

该公司第一期全部投产后，年产

值将达到 5 亿元，创税收 1200 万元。

图为技术人员正在调试感光芯片全

自动封装生产线 冯卓也 摄

高山红叶红了一年又一年，理县

李子收了一季又一季。遂宁第四批

援藏工作组带着“当好使者、搭好桥

梁”的嘱托扎根理县，已近两年。

现 如 今 ，走 在 理 县 的 大 街 小 巷 ，

遂宁“印记”无处不在。遂宁援藏的

痕迹，不仅刻在了理县的大街小巷、

高 山 深 谷 间 ，更 刻 进 了 理 县 人 的 心

里。这些年来，遂宁援藏干部带着遂

宁人的真情厚谊和遂宁市委、市政府

的嘱托，用真情援藏、以科学援藏，为

理县的后续发展出谋划策，为两地搭

起了“一家亲”的情谊。

前不久，本报采访组再一次深入

理县采访，真实地记录遂宁援藏干部

在理县的真情故事，记录他们如何植

根藏区，为藏区的脱贫攻坚、后续发

展奉献出力量和智慧。

带着真情在藏区干事
——遂宁援藏干部在理县（上篇）

66 亩桃林承载着 22 户贫困户脱贫的

希望、400 亩荒地如今满含西瓜“甜”、育苗

基地内的砂糖橘树苗即将栽遍村民的房

前屋后……在常住人口仅仅 300 余人的安

居区安居镇石盘村里，一场乡村振兴的变

革正在这里悄然发生。

荒地“活”起来
村民家门口挣工资

7 月 4 日一早，石盘村的西瓜基地外就

排满了货车。田地里，村民们忙着将摘好

的西瓜挑到路边称重。黄仁国便是其中

一员。

随着村里的西瓜上市，原本在城里打

工的黄仁国专程回来挑西瓜。“城里干活

一天最多能挣一百多块，但在这里每天能

挣 200 多块。我打算把家门口的钱挣了再

出去打工。”已经在西瓜基地干了十多天

的黄仁国谈起自己的工资满脸笑意。

在西瓜园，黄仁国的工资并不是最高

的。业主告诉记者，工资最高的工人一天

能够挣 300 元—400 元。“现在每天要往外

拉 40 吨 —50 吨 西 瓜 ，工 人 远 远 不 够

用。”

2017 年 ，石 盘 村 从 安 岳 引 进 业 主 青

福红流转土地 500 余亩种植砂糖橘。为

了提高土地利用率，今年青福红将砂糖

橘 树 苗 间 的 空 地 租 给 朋 友 用 于 西 瓜 种

植。

“别看现在这里是标准化的种植基

地，但在 2016 年，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撂

荒地。”村支部书记闫昌江告诉记者，由于

距离城区较近，石盘村很早就有村民外出

打工，全村超过 80%的村民在城里买了

房。

村民富了，村子却越来越落后。没有

人口，乡村振兴靠什么？闫昌江说：“靠产

业，靠现代化的农业。”

（下转02版）

发展产业
一个300余人的村庄富美了

通过电商
一个乡镇的农产品销“四方”

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8%

开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