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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果果”释放大商机
精准发力 绣出“增收花”

“与一般的橘类、橙类水果相比，
我们的晚红血橙口感更为甘甜，而且
上市时间恰好是市场空白期的 1-3月
间 ，每 斤 能 卖 出 12- 15 块 的 高 价 钱
呢！”在雁江区中和镇明月村的 150 亩
科普示范基地，该村第一书记潘清山
兴致勃勃地与媒体、网友代表们介绍
该村的“门面”产品。

2013 年，雁江区农业局将省农科
院的“中国晚红血橙”试点工作引入
明月村，4 年过去了，在精细化管理
和科学化种植下，“小果果”释放出了
大商机，示范基地交出了令人欣喜的
答卷。

潘清山介绍道，下一步，他们将以
鸡鸣山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大规模
推广种植“晚红血橙”，并在未来五年时
间内，形成3000亩的专业种植基地。

据悉，鸡鸣山种植专业合作社将

扛起种植推广大旗，采用“协会+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全新运作模式，
告别以往单一地将土地承包给别人种
植作物的方式，务实有效推进农业生
产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切实解决
群众分散经营、粗放经营、效益不高
等问题。

晚红血橙的成功实践只是明月村
发展特色种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该村突出“山上柑橘、山脚蔬菜、田中
龙虾”的立体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带动
周边群众 150 户自发种植精品柑橘
1100 余亩、蔬菜 300 余亩，养殖特色水
产 500余亩，人均增收 1000余元，全村
于 2016年全部脱贫。

新华网记者吴晓听到明月村脱贫
故事后，感触颇深。她说，要以特色产
业的持续发展带动贫困群众持续增
收，关键在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实
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富项目，人
有增收渠道。“明月村恰好抓出了市
场需求这个最大要素，与市场信号同
频共振，更找准了农业、农户和市场

的共同利益点，精准发力，绣出了‘增
收花’。”

为贫困户健康“兜底”
针针扎实 绣出“幸福花”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现在走
路稳当得很！”雁江区临江镇太子村
村民李明仲一边利落地活动着双腿，
一边欣喜地说道。6 年前，他双下肢
股骨头坏死，没钱接受手术治疗，导
致病情日益加重，直至不能下床走
动，全家只能靠妻子务农或到周边打
零工维持生计。

2013 年，李明仲被纳入了建档立
卡贫困户，省市区帮扶联系部门因户
施策助其脱贫。去年 3月，李明仲进行
了双下肢股骨头置换手术，彻底根治
了顽疾。“这次治疗前前后后共花了近
6 万元，在报销了新农合、获得民政特
补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等帮扶后，自己
花费竟不到 3000元。”

“我现在在附近的砂石厂开车，每

个月能挣 4000多块钱。”李明仲与大家
聊着他的近况，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
他们家建起了 40 平方米的鸡舍，养殖
了 200 只凤凰乌骨鸡和 70 只小鹞鸡，
每年能盈利 2 万元左右。“在政府的帮
助下，我女儿也有了工作，现在日子真
是越过越幸福了！”

和李明仲一样，乐至县高寺镇燕
子村的袁道金同样在政府的关怀下，
走出了贫困的泥淖。他过去因股骨头
坏死，肺粘连、气管炎、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累计花费近十万元。“以前我只
能四处借钱看病，生活的担子一天比
一天重。”袁道金回忆道，“村上得知
我情况后，去年将我列入建档立卡贫
困帮扶人员，今年，我在县医院医疗
费用 5000 多元，实际个人只支付了
11 块钱。”

一路上，采风团被这些村民走出困
境的事例所震撼，更被其背后资阳市委
市政府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
题的担当和为民服务情怀所感动。

（下转二版）

□ 四川日报记者 方小虎 黄志凌
阮长安 江芸涵 庞莹

今年 4 月，省人大常委会开展《四
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执法检查，强
化小分队暗访力度，增加个别谈话、问
卷调查等新的检查方式，力求最大程
度掌握真实情况。

这是 2015 年 6 月《四川省农村扶
贫开发条例》施行以来，省人大常委会
连续开展的第三次《条例》执法检查。

聚焦 2017年各地脱贫攻坚计划任
务完成情况，今年 9 月，省人大常委会
还将围绕《条例》在全省开展一次执法
检查。参与执法检查的全国人大代表
郭红梅表示，如此高密度、高要求、广
覆盖地对一个法规开展执法检查，在
我省乃至全国都少见，显示出了四川
推动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工作驶入规
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轨道的自觉与笃
行。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
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五年来，四川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依法治省作为事
关全局的战略任务和关键性工程来
抓，扎实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巴
蜀大地落地生根。

五年来，四川坚持依法治省、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四
川、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把
治蜀兴川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为“两个跨越”筑起坚实的法治保障。

五年来，“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
治”已经成为四川干部群众的共识，全
社会法治氛围更加浓厚，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法治良序总体形成。

高点谋定
勇担历史使命，高规格设计布局，
系统构建全面依法治省“四梁八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则以“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鲜明标签载入历史，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制

度保障。
目标宏伟，催人奋进——到 2020

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
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人权切实得到尊重和保障。

法治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历史经验看，依
法治理本身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
性、渐进性等特点，需要谋定而后动。

四川的谋，是深刻领会中央要求，
精准吃透省情——

从现实需求看，四川作为西部内
陆省份，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
达，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必须通过加强
法治建设来规范行为、化解矛盾、促进
和谐。

从未来发展看，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
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必须把治蜀兴川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
轨道，为“两个跨越”提供重要保障。

从社会治理看，解决一系列重大
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从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
把握，全面推进法治建设，从法治上提

供制度化方案。
四川的谋，是高规格设计布局——
要想做好治蜀兴川这份大业，就

要务好法治这个根本。省委书记王东
明亲自研究、部署、牵头推进依法治省
工作。

2013 年 12 月，王东明在《法制日
报》发表署名文章，鲜明提出治蜀兴
川重在厉行法治，强调要着力加快建
设法治四川，夯实治蜀兴川的法治根
基。

2014年 1月 9日，四川省推进依法
治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从上至
下对依法治省工作进行总动员、总部
署 。 会 前 ，一 份 依 法 治 省“ 规 划
图”——《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颁布
实施，系统提出依法治省的目标任务
和实施进程，对 2014年到 2020年法治
四川建设做出总体规划。

2014年 11月 20日，省委十届五次
全会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入
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从八个方面对
新时期法治四川建设工作做出全面安
排部署，成为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
四川具体化的重要体现和四川全面深
入推进依法治省的行动指南。

（下转二版）

牢记总书记重托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下足“绣花”功夫 绘就脱贫画卷
——中省市媒体集中采风聚焦我市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何柳

2016年，我市成功实现82个贫困村
达标退出、50992名贫困人口达标脱贫，
全面完成目标任务，脱贫攻坚首战告捷。

5月16日-17日，30余名中央省市媒
体代表、网络媒体代表、网络大V会聚资
阳，开展由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市扶贫
移民局主办的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资阳
市“决战全面小康 全面精准脱贫”媒体网
络集中采风采访活动，实地探访我市脱贫
攻坚工作成效。

在这次深度探访活动中，“干货”颇多，
亮点连连。大家纷纷感叹，资阳正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决心、凝神聚力的精心、久久为
功的恒心，下着“绣花”功夫，一鼓作气，绘
就一幅脱贫攻坚的壮丽画卷……

决胜全面小康

推进脱贫攻坚

躬身力行 依法治蜀步履铿锵
——迎接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特稿（五）

5月19日，我市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暨健康咨询活动在雁城乐山商业银行
广场举行。活动主题为“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珍爱生命 健康养生”，通过发放宣
传单、现场健康咨询、有奖知识问答、摆放展板等方式进行反邪教警示教育。

本报记者 郭春荣 摄

本报讯（记者 黄建伟）5月 19日，
记者从市住建局、市交警支队发出的

《关于建设北路、雁北路沥青路面改
造工程交通组织的通告》中获悉，今
年 5 月 20 日至 10 月 30 日，我市将对
资阳城区的建设北路、雁北路沥青路
面改造工程实行封闭施工。期间，受
道路封闭施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需
提前选择出行线路。

据了解，为保障路面改造工程的
顺利实施，维护施工路段的交通安全
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市城区
道路改造总体工作安排，5月 20日起
至10月30日止，我市将对城区建设北
路、雁北路沥青路面改造工程实行封
闭施工。其中，雁北路（北门路口至林
苑街段）全封闭道路施工，时间是 5月
20日起至 8月 31日止；建设北路一段

（火车站路口至北门路口）半封闭道路

施工，时间是 5月 20日起至 7月 31日
止；建设北路二段（海峡路口至火车站
路口）半封闭道路施工，时间是 8月 1
日起至 10月 30日止。以上封闭施工
时间如遇下雨则顺延。

在交通组织方面，雁北路全封闭
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封闭路段
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过
往车辆需绕行周边线路通行；建设北
路半封闭施工期间，建设北路一段实
施由西向东单向通行交通组织，建设
北路二段实施由东向西单向通行交
通组织，过往车辆需遵守临时交通禁
令标志牌及交通警察指挥。

同时，公安交警部门和施工单
位，将根据施工进度适时进行交通组
织调整，受道路封闭施工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需提前选择出行线路，并根据
现场交通标志和交通警察指挥遵照
执行通告规定。

本报讯（杨国华）近年来，安岳
县商务局在大力推动电子商务进农
村示范工作的基础上，把电商精准
扶贫作为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助力
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在帮助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助农增收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

突出规划，完善发展体系。按
照“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社会参与、
品牌带动、产业支撑”发展思路，明
确了电商扶贫发展目标、方向和措
施。突出服务，健全运营网络。把
提升电商服务能力、健全运营网络
作为解决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销售

困难、提升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突出品牌，强化质量管理。坚持把
电商扶贫与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全
力推动网销产品源头无害化、网销
产品供货规范化、网商服务质量多
样化，全面提升产品质量，着力打造
特色品牌。突出培训，重视人才培
养。依托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和农村淘宝项目，建成安
岳县网商培训孵化基地、电商创业
实训基地、电商人才培训基地，共计
完成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857 人次
培训，为培养农村电子商务创业生
力军提供了坚实保障。

本报讯（张运）日前笔者从雁江
区获悉，该区严格按照省市部署，对
2014 年至 2016 年已脱贫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和退出的贫困村进行“回
头看”和“回头帮”，切实落实后续扶
持政策，做到脱贫攻坚期内政策不
变、力度不减，确保已脱贫人口稳定
脱贫、同步奔康。

该区选择南津镇作为试点单
位，严格标准，进行“回头看”核查工
作试点，成立核查试点工作领导小
组，抓紧试点，摸清情况，形成试点
工作方案。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制定全区“回头看”“回头帮”工作详
细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区委牵头

“回头看”核查工作，区政府组织实

施，全区以镇乡为单位落实具体负
责，明确区委、区政府“回头帮”责任
主体，镇乡党委、政府“回头帮”工作
主体和实施主体，行业部门“回头
帮”指导主体，强化督促检查，各级
各部门对“回头看”“回头帮”工作开
展自查自纠。该区把“回头看”“回
头帮”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针对
查找问题不实、帮扶措施不到位、帮
扶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以“发点
球”方式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据了解，2014年至2016年，雁江
区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8443
人、退出贫困村 43个；目前，该区正
加快推进 2017年 17个贫困村退出、
14043名贫困人口脱贫工作。

突出“四项重点”
安岳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雁江务实开展脱贫攻坚
“回头看”“回头帮”

5月20日—10月30日

建北路雁北路封闭施工

采风活动走进安岳大埝乡长庆村。 杨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