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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脱贫攻坚全力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决胜全面小康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袁田）2 月 20 日，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一行来到我县，就帮扶

我县贫困村项目建设进行调研。

据悉，为助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建设，四川省铁路

产业投资集团公司、四川路桥建设集团为我县捐赠 1000 万元，

结对帮扶沱牌镇大舜村、青岗村，金华镇东山村，香山镇桃花河

村和金鹤乡长房村，用于支持 5 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地

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调研组听取了帮扶村情况介绍，以及项目规划计划等相关

情况，并与我县相关部门共同就项目实施进行了研究、对接，希

望我县科学合理使用资金，把项目落实好，助推脱贫攻坚扎实有

效开展。

省铁投公司捐赠 1000万
帮扶我县贫困村建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晓玲/文 许
竣钦/图） 经典诵唱新时代，文化筑梦

新篇章！3 月 4 日，“诗歌中国·诗意遂

宁 ”子昂故里射洪万人诗歌朗诵会在

子昂广场隆重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洪波，

《诗刊》杂志主编李少君，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涂虹，市委常委、副市长袁超，

市政协副主席胡家正，县领导张韬、邓

茂、张朝书、王勇、王庆华及中外著名诗

人、作家、文化学者等出席诗歌朗诵会。

“陈公尚风骨，推兴寄，矢志革新，

寤寐以求。清文章道弊，得盛唐之音。

巍巍金华，幽幽书台，文宗已去，诗圣来

朝，后世百代，倍得润泽。”在祭拜陈子

昂仪式上，来自太和一小的学生代表诵

读陈公祭文，另有 50 名左右的学生手

执书简行礼，领导嘉宾手持雏菊，缓步

走近陈子昂塑像，依次鞠躬向陈公像献

花。

祭拜仪式后，《舍得赋》《莲之韵》

《木兰辞》《长征路》《读中国》《盛世中

国》《人民万岁》等 14 个精彩朗诵节目

一一上演。表演者身着艳丽的华服，或

浅唱低吟，或慷慨激昂，既有古诗文的

雅 韵 之 美 ，更 结 合 工 作 实 际“ 旧 诗 新

唱”，抒发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展现了当

代射洪人拼搏奋进、团结向上的精神面

貌，充分表达了对伟大祖国 70 华诞的

深深祝福。

“射洪作为一代文宗陈子昂的诞生

地，被誉为‘诗酒之乡’，高度重视诗歌

文化的传承，更将诗廉文化作为文化基

因融入到每一个射洪人的血液，代代相

传。”据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俊介

绍，射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传统

文化、特色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射洪

县围绕体系建设、研究阐发、教育普及、

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地方传统文化的亮点被

进一步发掘和传承，借助子昂文化打造

了金华山诗廉基地，并成功举办了三届

万人诗歌朗诵会。

据悉，此次诗歌朗诵会分会场中外

诗歌朗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

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人民政府、四川

省作家协会主办，中共遂宁市委宣传

部、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承办，

中共射洪县委执行。今年的朗诵活动

规模宏大，演职人员近 2000 人，上万人

现场观看。新华网、人民网、央广网、四

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 20 余家媒体报

道此次活动。

射洪举行中外诗歌朗诵会

体验传统文化内涵与魅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竣钦）3 月 4
日，“诗歌中国·诗意遂宁”万人诗歌朗

诵会之中外诗歌朗诵会在陈子昂读书

台举行。众多中外诗歌爱好者们欢聚

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通过诗朗诵等感

受传统诗词文化的内涵与魅力。副县

长王勇陪同。

据悉，此次诗歌朗诵会分会场中外

诗歌朗诵会由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

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人民政府、四川

省作家协会主办，中共遂宁市委宣传

部、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承办，

中共射洪县委执行的。活动当天，来自

荷兰、俄罗斯、美国等国外诗人及国内

文艺界诗歌爱好者们通过诗朗诵形式

向一代文宗陈子昂致敬，感受传统诗词

文化的内涵与魅力。

当天活动中，诗人们还向陈子昂玉

像进献鲜花。古筝悠扬、功夫茶醉美，

艺术家们还共同演绎了他们眼中的诗

意射洪。

诗歌会中，诗歌爱好者们用沉着冷

静的台风和饱满的情感表达了对诗歌、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美国诗人派伯尔

思表示，很荣幸参加此次活动，自己将

朗诵两首以陈子昂感遇诗为背景的诗

词，祈祷国泰民安，家人平安。初次来

到射洪的江苏淮安诗人王超表示，射洪

人杰地灵青山绿水，让人回归自然的感

觉浓厚。射洪对文化的重视非常高，有

浓厚的人文气息和自然气息，此次朗诵

会也是中国诗歌和外国诗歌的一次交

融，相信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陈子昂

研究会会长谢德锐表示，这次活动对推

广陈子昂文化、弘扬陈子昂精神影响非

常大，在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举办更是

回到了陈子昂文化的原点，让陈子昂研

究会倍受鼓舞。

我县举行“诗歌中国·诗意遂宁 ”子昂故里射洪万人诗歌朗诵会

经典诵唱新时代 文化筑梦新篇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洋）3 月 4
日，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八次

（扩大）会议。会议贯彻落实中、省、市相

关决策部署，研究审议相关事项，安排部

署 2019 年工作。县委书记、县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组长蒋喻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省、市、县脱

贫攻坚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

强化目标定位，高质量完成年度脱贫任

务，为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

实基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税清亮、县

政协主席李晓曦、县委副书记袁渊等全

体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蒋喻新对过去一年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给予肯定，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

所有奋战在全县脱贫攻坚战线的广大

党员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也是实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

第二年，是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省、市、县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进一步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

使命感、紧迫感，真正把脱贫攻坚放在

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坚决履行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要进一步

加大攻坚力度，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严格做到“三个落

实”，始终确保靶心不变、焦点不散、力

度不减；要进一步强化目标定位，确保

与全市一道进入全省非贫困县第一方

阵，高质量完成年度脱贫任务。

就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蒋喻新强

调，一要聚焦目标标准补短板。全县各级

各部门，要聚焦聚力今年 5200余人脱贫、

20个贫困村退出任务，牢固树立“开局即

是决战、起步就得冲刺”的思想，加快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土坯房整治、安

全饮水、产业发展、集体经济、文化室、卫

生室等重点项目建设，严格落实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低保五保等有关扶贫政策，

统筹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扶贫工作，切

实提升脱贫质量。同时，要坚持继续攻坚

与防止返贫相结合，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效；二要压紧压实责任抓落实。要层层传

导压力、压紧压实责任，继续严格落实包

村包户包脱贫包过检责任体系，认真落实

各县级领导、各乡镇党委政府、各专项扶

贫牵头部门和各帮扶单位责任，确保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三要统筹各方力量聚合

力。要加强扶贫干部队伍常态化培训，注

重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始终坚持专

项、行业、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凝聚起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的强大合

力；四要严格督查督办提实效。要组建专

门力量开展督查，进一步改进督查方式，

统筹督查事项，强化结果运用，进一步提

升工作实效。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国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精神》《彭清华在全省推动彝

区藏区脱贫攻坚工作会议上讲话精神》

《全省扶贫开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脱贫攻

坚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19 年脱贫

攻坚工作要点》《全市脱贫攻坚电视电

话会议贯彻意见》《2019 年脱贫攻坚任

务分解计划》《射洪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歇帮”实施方案》《建立防范建档立卡

贫困户返贫机制实施意见》《关于调整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射洪县 2019 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

扶贫项目资金分配的建议方案》《省级

科技扶贫专项资金分配的建议方案》

《关于解决贫困户电视安装费和收视费

的建议方案》《2019-2020 年县级领导、

县直部门（单位）联系帮扶贫困村任务

分解建议方案》；曹碑镇、文升乡和县农

业农村局、县发改局等部门分别与相关

县级领导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八次（扩大）会议

高质量完成年度脱贫任务

虽然春天才刚刚开始，但在射洪金

家镇龙怀村 2 组，丰收的喜悦已经挂在

了人们的脸上。一朵朵白色的有机花

菜装满了筐，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正

在地里帮着把采摘好的花菜整齐堆放

到路边，等待业主来收购。

“龙怀村是贫困村，以前路不通，不

要说汽车了，摩托车都很难骑得进来。”

一旁的村支书张玉香说，产业能够引

进，全靠了这两年帮扶单位的支持。

龙怀村 2 组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灌

溉用水缺乏。2017 年，射洪县欣诚公司

帮扶该村后，把改善基础设施作为了帮

扶工作的重点，逐年逐项抓落实。

要 致 富 ，先 修 路 。 2017 年 到 2018
年，欣诚公司为龙怀村修建了组道路 1.4
公里米，连接了该村 1、2、3组，实现了组

与组之间的道路“内循环”，并与通往

G247 线的村道路和通往金家镇、金华镇

的主要道路相连接，实现了道路畅通。

“ 为 解 决 该 村 生 产 用 水 的 问 题 ，

2018 年，我们又帮助龙怀村修建了蓄水

池 1 口，堰塘 4 口”。欣诚公司董事长陈

玉平说，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后，去年，欣

诚公司又与其他帮扶单位一道引入了

该村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范国军进行花

菜试种。

“去年首批试种了 20 亩，这几天测

算了下，平均亩产在 3000 斤左右。”范

国军说，有机花菜的销售价格高于普通

花菜，主要销往北上广等大城市，每亩

产值在 5000 至 15000 元左右。

“有机花菜种植周期短，只需要 3 个

月左右，按照市场最低价都可以保证产

值在 5000 元左右。”范国军说，龙怀村虽

然偏僻，但土壤、环境刚好适合种植有机

蔬菜，加上有了蓄水池，用水得到了保

障，今年他打算扩大规模至 300 亩。

“看到这一朵朵饱满的花菜，我们

非常感慨，以前只想着种点玉米、水稻，

想都没想过这里还能种出有机花菜。”

看着“穷乡僻壤”里种出了“金宝贝”，

许多村民都来看热闹。贫困户范国发

表示，今年愿意跟着范国军学技术，一

起干。

“我在其他地方也种了花菜，花菜

收完后恰好可以种甜玉米。”范国军说，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需要雇佣当地的

群众参与管理和包装，村民们每年可以

在他那里挣到 2 万元左右的劳务费。

“身边的示范带动是最好的方式。”

张玉香说，首批有机花菜的成功种植触

动了村里的贫困户，大家纷纷表示，今

年要在产业发展上撸起袖子加油干，力

争年底每户都能通过产业发展稳定脱

贫。 （全媒体记者 刘洋）

花菜地里说丰年
——金家镇龙怀村首批有机花菜试种成功喜获丰收

本报讯（陆春华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2 月 28 日，四川省经

济合作局四处副处长税光荣莅临我县，调研能源、化工、锂电新

材料等产业发展现状。市现代服务产业局副局长张宪涛、副县

长尹全军，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及县锂电局负责人参加。

税光荣先后前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锂想能源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朗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美丰有限责任公司，

考察锂电产业园、美丰工业园等园区发展情况、企业生产经营现

状及重大项目建设进展。

税光荣充分肯定了我县新能源、锂电新材料等产业方面取

得的可喜成绩。希望射洪继续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立足现在，着

眼长远，进一步整合资源、技术、平台优势，精准招引好项目、大

项目，着力打造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园区，不断

拓展县域经济新的增长极。

本报讯（王盖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近日，县农业农村局离世

干部赵德才同志的儿子赵勇来到局机关退休第二支部，遵从其

父亲遗愿，郑重地交上 1000 元特殊党费。

赵勇说：“我父亲于 2 月 11 日去世，我们在整理遗物时发现

了藏于父亲衣服中的一封遗书，遗书撰于 2008 年，其中写到‘我

生在旧社会，是农民的后代，能有今天全靠党的培养和群众的支

持，请代我向党支部交最后一次党费 1000 元，以表我对党的无

限信任和崇敬。’”

赵德才同志用默默无闻的行动和奉献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

“立党为公”的誓言，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品格和风尚。

老党员离世
儿子遵遗愿交 1000元特殊党费

省经济合作局调研我县能源化工锂电产业发展时希望

不断拓展县域经济新增长极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蕾）2 月 28 日，记者在全县 2019 年禁

渔期打击非法捕捞专题会上获悉，我县于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禁

渔，禁渔区为全县天然水域。

会议就河长制工作、渔船管理、渔政执法等相关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组织学习了相关文件，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强调说明。

据了解，本次禁渔行动，在规定的禁渔区和禁渔期内，禁止

捕捞作业、游钓和水禽放养，禁止扎巢取卵。禁止销售、收购、经

营非法捕捞天然水域的渔获物。

会议指出，春季禁渔工作对于保护水生生物资源非常重要，

相关部门和各乡镇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加强宣传引导，加强

协调配合，强化管理监督，严格落实联动机制，严励打击非法捕

捞，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3月 1日至 6月 30日
我县天然水域禁渔

为帮助新井村发展农业种养殖生产，解决春耕生产农资

短缺的实际困难，坚定脱贫致富的信心，2 月 27 日上午，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在新井村举行了赠送化肥活动。

在发放仪式现场，村民们利用三轮车、手推车等工具，自

己领取的同时帮助周边邻居依次免费领取，有部分村民还在

搬运完自家化肥后返回发放现场帮助他人搬运，村民们纷纷

表示，领取的不单单是化肥，还有党委政府、帮扶单位的关

心。

据了解，本次活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赠送有机化肥共

计 30 吨。 (全媒体记者 贾明高 )

精准扶贫送化肥
爱心农资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