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行“党建+精准扶贫”
夯实发展根基

天刚蒙蒙亮，税清伍就起床像往常一

样提着一大桶鸡食到鸡舍喂养鸡仔。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税清伍带头发展

养殖业养殖跑山鸡。“现在只有 500 只，今

年计划超过 1000 只。”税清伍对来年养殖

业充满了希望。看着税清伍养鸡赚了钱，

村民们都跟着他搞养殖。在他的带动下，

全村 200 余户养鸡、90 户养猪。

税清伍是刘李村坚持党建引领、让党

员带头干的一个生动体现。市农业农村局

派驻射洪县瞿河乡刘李村第一书记杨敏表

示，自脱贫攻坚以来，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

紧紧围绕“抓脱贫必须抓党建、抓发展必须

抓党建”，积极推行“党建+精准扶贫”，引

领党员在思想上先行一步、发展上先干一

步，争做群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激励

党员干部主动与贫困农户结对帮扶，上门

传授科学技术，提供致富信息。

与此同时，刘李村还持续培养优秀的

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返乡大中专毕

业生和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创业者积

极入党，确保村每两年至少发展 1 名年轻

党员，夯实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村集体经

济的堡垒根基。

探索联动发展模式
激发内生动力

3 月 19 日一大早，刘李村 20 余名村民

来到冬瓜蔬菜基地开始育冬瓜苗。“一共

要育 10 多亩地，苗子长大后，就移栽到冬

瓜蔬菜基地内。”

村集体要实现长效增收，离不开产业

项目的拉动。基于这一共识，刘李村积

极探索“村党支部+合作社+龙头企业+基

地 +农户”联动发展模式，先后引进四川

绿洲节水农业有限公司、广兴榨菜专业

合 作 社 种 植 特 色 冬 瓜 和 榨 菜 产 业 蔬 菜

1300 余亩，引进涪西瑞柠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流转土地 1780 余亩，发展柠檬特色

产业园，形成了“一园区+两基地”的产业

发展格局，即柠檬园区、榨菜基地和冬瓜

蔬菜基地。

“劳动一天有 60 元左右。”园区一相关

负责人说，补苗、施肥、除草等都需要劳动

力，对于村民来说每年都有相对固定的收

入。

刘李村还探索建立了“土地入股，超

产分成，贫困户优先，壮大集体经济”四大

利益联结机制，每年村集体可增收 7 万余

元，不但增强“造血”功能，激发内生动力，

还持续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提供了保障。

盘活闲置资源
增强发展活力

走进刘李村，一大片蓝色的太阳能发

电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

架设在村委办公室和日间照料中心楼

顶的两座 18kW 村级光伏电站，年发电 1 万

度左右，现已全部并网发电。

光伏发电工程仅只是刘李村盘活闲置

资源、增强发展活力的一个缩影。

在盘活现有固定资源方面，刘李村还

将堰塘、闲置房屋采取出租方式盘活利

用。

在盘活项目资金方面，刘李村以省、

市、县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村为契

机，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将财政奖补

资金 60 万元入股到刘李村生猪养殖专业

合作社合伙经营，探索建立了“风险防范、

保底分红、生产联动”三大联营新模式，每

年村集体最低保底增收 4.5 万元。

刘李村还投入村集体发展资金 20 万

元，购置大型耕种机、旋耕机、粉粹机等农

机，成立农市服务超市，采取租赁增收型

方式，每年村集体固定收取租赁费用 1 万

余元。据统计，2018 年，村集体收入达 15
万余元，人均收入突破 2 万元大关，其中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大关。

随着冬瓜苗撒种的面积越来越大，他

们坚信：增收致富的美好梦想将照进现

实，村集体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好，农村将

成为他们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阳春三月，走进射洪县

瞿河乡刘李村柠檬产业园，

纵横交错的生产便道，把

1000多亩种植园连接起来，

20 余名村民穿梭其中育播

冬瓜苗。

通过党建引领、产业拉

动、资源整合，刘李村不断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村

级集体经济从“输血”到“造

血”，村集体年收入达 15 万

余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突

破万元大关，实现了户脱

贫、村退出。

2018，我们脱贫了

○ 3月 26日，在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黄李银正整理笔记本的内容，这是他 25日参加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

宣讲会议遂宁分会场会议的收获。他坦言，这次宣讲，让他对今明两年乡村振兴干什么、怎么干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必须加紧消化、踩准步点。

“中央、省委一号文件已公布实施，市委一号文件即将印发实施。接下来我们不仅要把内容落实好，还要进

村入户宣讲好这些政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徐建军表示，今明两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三农”领

域有不少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必须完成产业扶贫、乡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稳农业、稳就业、稳农村社

会等方面下足功夫。

优化产业体系
推进三产融合大发展

今年，我市将高起点谋划产业布局，

聚焦七大特色产业带，制定土壤区划图和

产业布局图，分类制定 5 年推进方案，高

标准建设一批国省一流、适度规模的绿色

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高质量创建示范

园区，出台园区建设考评激励方案，按照

“市级园区扩区拓园、县级园区做大做强、

乡镇级园区做专做优”的思路，用 5 年时

间把园区建成农村改革探索的试验区，农

业功能拓展、乡村文化传播的先行区，现

代科技推广的集中应用区。加快推动 10
个试点村产业振兴部署落实，力争把试点

村打造成产业特色鲜明、收入来源有保

障、机制健全完善、发展经验可复制可推

广的乡村产业兴旺示范点。

各地将以现代农业园区为核心集聚发

展农产品加工，在优势农产品产地打造食

品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农产品加工示范园

建设，大力开展清洗、挑选、烘干、保鲜、包

装、储藏等商品化初加工。以 173 公里农

环线为轴心打造农旅文融合产业大环线，

以物流港为核心建设仓储运输、冷链物流

体系和批发市场、集配中心。发展电商平

台，建好益农信息社，推动商贸、供销、银

行、邮政与电商互联互通。

我市还将继续做优农产品“金字招

牌”，大力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做优做

亮“遂宁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努力打

造一批企业品牌和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大力拓展营销市场，推动遂宁特色农产品

卖得出、卖得好。

完善生产体系
推进基础设施大建设

今年，我市将完善生产基础条件，开

展农地整治、农田灌排渠系、机耕道路和

耕地质量提升等工程建设，建设农业“两

区”192 万亩，新建高标准农田 18 万亩，粮

食生产能力稳定在 160 万吨以上 ,生猪出

栏 370 万头以上。

我市将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引进一批

绿色生态、高产高效突破性新品种，推动

特色产业品种更新、品质更优。实施“互

联网+农业机械化”，推进“机器换人”“设

施换地”。推进标准化生产，制定完善一

批保障农产品安全的生产规范和标准，在

“三区三园”和规模经营主体率先推行主

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全过程标准化全覆

盖，全域打造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继续推进生态循环利用，落实“一控两

减三基本”要求，坚持以种定养、以养促

种，推广“养殖+沼气+种植”循环发展模

式，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经营体系
推进农村动能大激发

我市将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狠抓

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确认、股权设置等重

点工作，全面建立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如期完成全国整市推进试点。落实承包

地“三权分置”制度，支持建立土地流转合

作社，在推动土地集中经营及农户、村集

体、经营主体利益联结等方面探索新路。

我市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出了明确

要求。坚持“育龙头”和“扶产业”相结合，加

快培育七大优势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创建示

范农民合作社 20个、示范家庭农场 10个，大

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力争用 5 年时间，实

现每个优势特色产业都有一批市级及以上

产业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村村都有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组组都有职业农民。

各地将健全联农带农增收机制，以农

业园区为载体，建设一批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行

“农业共营制”“家庭农场+农事服务超市”

等模式，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

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

增值收益。

我市还将加紧推进要素保障机制改

革，用好用活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

风险补偿金政策，撬动更多银行和社会资

本投向农业产业。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把

有志于农业的各类人才聚起来、留下来，

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共同发

展。

（全媒体记者 侯跃）

本报记者调查采访今年产业振兴部署情况，产业扶贫、乡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等工作被着重标注

强产业 挺起乡村振兴“主心骨”

产业兴在家门口脱贫路上快步走
——射洪县瞿河乡刘李村脱贫记

02 要闻 责编：李志 编辑：王春艳 组版：杨洋 2019年3月27日 星期三

水利部调研组
肯定遂宁河湖管理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3 月 21 日，水利部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茂山率队，莅遂调研河湖管理立法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见明、副市长雷云陪同调研。

陈茂山一行先后来到船山区老池乡南陵村河道采

砂乱象整治及生态修复现场、老池乡万顺标准化砂石生

产加工厂，调研河湖管理立法工作。通过看现场、听介

绍等方式，调研组了解了我市河道采砂乱象整治及生态

修复、砂石资源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和标准化砂石加工场

规划、建设、运行等情况，对我市利用中央环保督察和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两把“利剑”，彻底根治河道采砂

乱象，维护河湖健康生态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调研组对我市就河湖管理立法工作提出的建议给

予高度评价。调研组认为，遂宁敢闯敢试，创造性地开

展砂石改革，高标准规划建设砂石标准化加工场，走出

了河湖管理保护的新路径，形成了遂宁经验。希望我市

再接再厉，顺势而上，持续有力推进砂石改革和生态修

复，确保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新时代 新担当 新作为”
主题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田丽丹）3 月 26 日，由市妇女

联合会、市委宣传部、市直属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新时

代 新担当 新作为”主题演讲比赛进入决赛，来自全市

各行各业的 15 名女性选手参加角逐。

本次比赛从今年 2 月开始，通过自下而上、层层遴

选的方式，选拔出 38 名优秀选手参加复赛，15 名选手进

入决赛。在 1 个多小时的决赛比拼中，15 名选手围绕主

题以自己与身边人的工作和生活为题材，讲述巾帼不让

须眉的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一等奖 2 名、二

等奖 3 名、三等奖 4 名、优秀奖 6 名。

首届遂宁现代医院职业化管理
能力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雪梅）3 月 22 日，首届遂宁

地区现代医院职业化管理能力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在

市中医院开班。

此次研修班课程从今年 3 月持续到 10 月，采取模块

课程、理论讲授、案例研讨、互动交流的模式进行。每月

集中培训 1 次，每次培训 2 天，涵盖公共管理模块、医院

管理专业模块，内容涉及医院管理者管理能力素质提

升、医院科学化管理体系建设、医患沟通、医疗缺陷管

理、医疗质量管理工具运用、医院制度建设流程管理、

DRGs 绩效管理、三医监管等内容。

（紧接 01 版）昔日荒凉的农耕小岛，如今成了遂宁城区

一座名副其实的生态之岛，也是遂宁得天独厚的城市

“海绵体”。

结合海绵体建设，圣莲岛的生态价值、旅游价值、文

化价值明显提升。当穿行在亲水栈道之间，或赏花或采

风，或携家人、或陪恋人，都会给人一种美妙的体验，更

成为一种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同样，融入海绵理念的河东二期湿地公园，通过下

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生态停车场、蓄水模块等

设施，将雨水优先渗透，多余的径流通过洼地或透水带等

滞留在地表，再多出的径流会引流至蓄水池，蓄水池的水

可通过净化后使用，以上手段无法消减的雨水径流最后

被排放至市政雨水管网。这些海绵城市建设的“杰作”隐

蔽在湿地公园充满生机和美的花草之下，当人们走在

“海绵路面”上，这个城市的幸福感在脚下不断延伸。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我市大力推进城市生态修复，

通过划定自然生态空间格局，科学制定生态修复方案，

增加生态堤岸，原有径流路径得到恢复。三年试点期

间，将原状为采砂场地的莲里岸线打造为综合公园，将

原状为滩涂湿地的九莲洲打造为城市绿心，将原状为

“三面光”的五彩缤纷路北延河堤打造为城市休闲湿地，

中心城区生态岸线得到了有效保护，生态及防洪属性更

加凸显，城市热岛效应逐步缓解，城市更加绿色健康。

“每天下班都要出去走一走、转一转。”这成为了很多

市民每天的生活习惯。不管是家住河东、河西，还是城

南、城北，出门就能漫步“海绵路”，感受这个城市的清

新、自然，享受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全媒体记者 王维）

（紧接 01 版）已成为我市众多外向型企业的一个重点发

展方向。据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二线进出区

货值（报关）37.3 亿元，二线进出区货值是一线进出口货

值的 147.7%，反映出全市企业进出口业务发展势头良好，

“配套基地”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作为一家韩资电子企业，伊连特电子为三星、戴尔、

惠普笔记本提供电池。开年以来，该企业已完成 1.6 亿元

销售额，除直接出口外，大部分产品将通往重庆、成都综

合保税区，配套成渝。

“2012 年，公司从福州搬迁到遂宁，看中的正是配套

成渝的优势。”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近年来成遂、

遂渝的协同发展，企业也加快了发展步伐，出口连年增

长。去年，伊连特电子进出口达到 8 亿多元，直接出口加

上综合保税区的销售额增长了近 30%。

志超科技也是配套成渝的出口大户。“今年开年以

来，直接出口已超过 40 万美元，加上综合保税区的额度，

已超过 2400 多万美元。”在该企业相关负责人看来，随着

成遂渝的协同发展，志超科技的外贸将不断登上新台阶。

一带一路“助力跑”

外贸开红门，“一带一路”助力跑让人瞩目。推动我

市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潜力，是我市近年来的既定战略。

联恺照明副总监田伟介绍说，“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去年以来，俄罗斯、巴西的客户已经

增加了几十个。而志超科技也新增了中东、俄罗斯、巴

西、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户。新绿洲也表示，

除了欧盟美国等地客户外，中东地区、南美地方市场还在

不断扩大，形成新的出口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是我市未来外贸的新增长极。”

市商务局外贸科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将推动更多企业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充分挖掘南向国家市

场潜力，积极推进电子信息、化工产品、纺织等优势产品

出口，让“遂宁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龙头企业“带头跑”外贸经济“开门红”

村民修建生产便道

遂宁市国奶扶贫工程项目捐赠
暨船山区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实习生 蒋庆）3 月 26
日，遂宁市国奶扶贫工程项目捐赠暨船山区启动仪式在

市环岛商务中心多功能会议室举行。省扶贫开发局巡

视员张海鹏，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省国奶扶

贫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宏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委

政法委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周霖临出席并讲话。

张海鹏强调，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

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扎实推进精准扶

贫工作；脱贫攻坚虽已取得成就，但任务仍然艰巨，要聚

焦“一个目标、两个确保”“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

紧紧围绕“五个一批”脱贫路径，严格“六个精准”根本

要求，继续争取全社会的持续支持，深入找问题、补短

板、强弱项，矢志不渝地在脱贫攻坚路上砥砺前行。

“国奶扶贫工程项目”是省扶贫基金会重点支持遂

宁的首个千万级项目，也是我市社会扶贫、健康扶贫领

域的重大公益项目。周霖临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积

极履职，抓好落实，让全市受资助的每一名贫困家庭婴

幼儿都能及时喝到放心的奶粉；要明确责任，按照市级

统筹、县（区）负总责、乡（镇）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扎实推

进，确保 4 月 10 日前全部启动；要在每个乡（镇）、每个

行政村落实专人担任儿童福利员，负责项目的具体落地

实施；要做细做实各个环节工作，提升国奶扶贫工程项

目的质量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