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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6月 12日电（记者
周相吉）记者近期走访川中贫困村，看
到了令人振奋的脱贫攻坚场景。一些贫
困户包括特殊贫困群体在各界帮扶下，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得到极大激发。脱贫
路上，他们努力拼搏、积极奋斗。

“生活要笑着过”

因身体原因，郭素兰出门都有困
难。

郭素兰是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放
生乡甘家店村的贫困户，甘家店村则是

贫困村。记者见到郭素兰时，她正坐在
板凳上做刺绣。一尺长、半尺高的板
凳，伴随她几十年了。村干部说，郭素
兰从小患病，走路只能坐着凳子，用手
撑地移动。

郭素兰这些年养了 100多只兔子。
郭素兰说，老母亲负责割草，她负

责坐在凳子上给兔子喂食。“我还要给
兔子消毒呢，夏天至少隔一天要消一次
毒。”郭素兰笑着告诉记者。

在乐至县人民法院派驻甘家店村
第一书记蒋未的帮助下，郭素兰家养的
兔子销路更好了。

“我要笑着过好每一天。”郭素兰
说，她每个月都要卖兔子，今年卖兔子
收入已近 2000元。

“贫困户也能创业”

在甘家店村，记者见到了另一贫困
户杨小容，她也是创业典型。

4 年前，杨小容的老公突然患病。
照顾老公、两个孩子以及家里老人的重
担一下子落在她肩上。从 2014 年到
2016年，她经常半夜外出，带着手电筒
到田里捉黄鳝。“一晚上捉的黄鳝可以

卖 50元左右。”杨小容说，那个时候，她
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养羊。

想到就去做！2015 年下半年，她
申请修羊圈。杨小容给村干部提出这
个想法后，立即得到了支持。在扶贫干
部帮扶下，杨小容获得 4 万元补助，羊
圈于 2016 年修好。如今，干净整洁的
圈舍里，已经有了 80多只黑山羊。

“最开始只有 5只羊。我今年又申
请了 5万元贷款，买了肉牛、饲料压缩机、
割草机等。贫困户也可以创业！”杨小容
说，她现在是开着三轮车到外村割草。

（下转二版）

方略既定 前景辉煌

安岳，地处成渝经济区腹心和成渝两座特大城市直
线相连的中点，扼成都至重庆、川北通川南之要津，地域
优势明显，但交通的落后却制约着安岳的经济社会发展。

安岳县直面困难，坚持规划引领，紧紧围绕“成渝中
部区域性次级交通枢纽”和“成渝中部通衢八方交通枢纽
之城”建设目标，攻坚克难，扎实推进全县农村公路建设。

主动把交通规划融入全国交通发展大局，积极与区
域发展规划、周边交通路网进行有效对接，打好项目建
设先遣战。编制完成了《安岳县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
规划》，以规划为基础，制定了安岳县交通建设工程
2018—2020年“三年滚动计划”和 2018—2022年“五年计
划”。计划用 5 年时间，完成投资 32.2 亿元，建成公路
1913.6公里。

目前，内遂高速、渝蓉高速顺利建成通车，成资渝高
速加快实施，高规格建成内遂、成安渝高速公路互通连
接线 8条总长 46.6公里，建成 S102（安岳段）文大路一标
段 21 公里，完成国道 319、省道 206（安岳段）大中修工
程，龙永路、岳林路等 4条农村公路（一期）PPP项目加快
建设，逐步实施交通路网“三年提升行动计划”和村道窄
路加宽工程 1302.3公里。

安岳即将实现“内联外畅、通镇达村、人畅其行、车
畅其道、物畅其流”的县内半小时、成渝 1小时通达目标，
带动安岳经济驶上发展的金色大路。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6 月 13 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到联系的基
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村乐至县佛星镇永
兴村、四方村和脱贫村吴氏祠村、马桑
坡村，调研村级阵地建设、产业发展和
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

王荣木在永兴村村委会察看阵地
改造建设情况，在四方村与镇村干部
亲切座谈，认真听取镇村干部就两村
村级阵地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村里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村班子队伍建
设等状况。他指出，永兴村和四方村
要紧盯今年甩掉软弱涣散村帽子的目
标，建强村级班子，找准“软弱涣散”的
薄弱点和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立足两
村实际发展适合产业，开出符合实际

发展的“处方”；充分发挥两村村委会
班子带头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资金筹集
等各方面工作；充分做好群众思想工
作，形成人人解放思想谋发展的良好
氛围，下最大力气，从长远谋划，一年
接着一年干，积小胜为大胜，脚踏实地
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把产业发展好。

吴氏祠村和马桑坡村经过两年多
的努力，于 2017 年脱贫。王荣木先后
来到两村村委会，察看村文化室、卫生
室建设情况，并深入到田间地头，认真
察看村道建设及两村的柑橘长势情
况，嘱咐镇村干部和技术人员要把“树
苗当孩子”精心照料，确保成活率、管
好成长期，让柑橘产业成为两村群众
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找准问题开“处方”
解放思想谋发展
王荣木到联系村调研

本报讯（龙涛 记者 孙正良）6 月
13 日，记者从雁江区第四届长寿文化
旅游节暨第二届中和小龙虾美食节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小龙虾节将于 6
月 15 日至 18 日在雁江区中和镇工业
园区举行，采取一个主会场加四个分
会场的形式举办，主会场有 60 户商
家，可同时容纳 7200人就餐；四个分会
场可同时容纳 1200 人就餐，一天大概
可接纳 4万余人吃虾。

今年小龙虾节将在现场通过挂牌
监督的方式保障商家诚信经营，更好

地保障食客吃到生态绿色、味美量足
的特色小龙虾美食。此外，游客还可
以欣赏到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节会
期间，主会场将举办央视幸福账单海
选、最美商家评选、特色农产品展销、
摄影作品展览等活动；分会场根据各
自特色推出野外露营、自助烧烤、特
色餐饮和亲子活动。活动期间，主办
方还邀请巴蜀笑星田长青带来精彩
纷呈的表演，央视《星光大道》2018 常
驻评委嘉宾陈乃甄也将到场劲歌热
舞助兴。

中和小龙虾节
每天可满足4万余人吃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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勠力同心，阔步前行。横连东西，纵贯
南北。
一条条连城通乡、进村入户的乡村道

路，不仅缩短了城乡的时空距离，更为沿线群众
带去了致富的希望；美丽的干线公路犹如玉带
般蜿蜒穿绕，将一个个散落的美景如珍珠般相
连……安岳县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锁住构建“大
交通”目标不动摇，竭力实现全县交通建设历史
性跨越，谱写出交通大发展的新篇章。

□ 许长江
陈吉明调研工业企业发展情况暨安全生产工作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提升自有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李梅）6 月 13 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率队到市城区部
分工业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及
愿景，现场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
困难问题，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陈吉明先后到资阳石油钢管有限
公司、四川宇良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四
川羽佳模塑有限公司、四川瑞日升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中车玉柴公司、
四川和平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湖南同
心资阳车身有限公司、四川金辉药业
有限公司、禾邦生物医药产业园走访
调研检查。

资阳石油钢管有限公司今年扭亏
为盈，1—5 月，实现产值 1.91 亿元，实
现利润 159.34万元。除钢管业务外，企
业大力发展铁路物流业务，今年 4月获
批成为资阳首个铁路集装箱运输站，可

到、发 20英尺、40英尺铁路标箱及 35T
敞顶集装箱。陈吉明对企业丰富产品
结构、拓展外部市场做法给予肯定。他
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拓展外部市场力
度，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物流园区，做大
做强物流业务，形成多点开花局面，促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宇良车辆配件、羽佳模塑、中车玉
柴、和平重型汽车、湖南同心资阳车身
公司、瑞日升动力科技均是扎根资阳多
年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或动力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企业的市场
空间如何、发展状况怎样，政府应该怎
么帮，下一步的规划愿景是什么，陈吉
明非常关心，渴望了解企业诉求。每到
一家工厂，陈吉明都走进生产车间、组
装车间，察看生产状况，与企业负责人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企业产品品类优

势、工艺技术水平、经营发展战略、当前
困难问题以及下步发展愿景。他希望
企业增强危机意识，深入研判行业趋势
及市场需求，调整产品战略、营销战略，
大力拓展市场，努力为更多上游企业配
套服务；加强研发，提升工艺水平，找准
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拳头产品抢占市
场；强化自有品牌的建设，提升产品及
企业的影响力、知晓度、美誉度；练强

“内功”，完善建设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使企业运行规范高效。他要求高新区
及相关部门加强帮助指导，及时协调解
决企业反映的用地、资金、资质等各项
困难问题，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

在禾邦生物医药产业园，陈吉明详
细了解企业与省属国有企业整体合作
情况，并走进禾泰药业、顺兴制药厂，察

看企业生产状况、项目推进情况。陈吉
明希望禾邦制药总结经验教训，抓住当
前与国有企业合作契机，制定科学合理
的发展战略，专注主业发展。在金辉药
业，陈吉明叮嘱相关部门努力帮助企业
申请药品进入省医保目录，支持企业拓
展医院和OTC市场。

陈吉明还到口腔科创园区项目建
设现场了解园区建设情况。

调研时，陈吉明指出，各级各部门
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增强
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保
持警钟长鸣，举一反三，强化责任担
当，始终把安全生产扛在肩上、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从最坏处着想、从最弱处
着手、向最好处努力，杜绝发生重特大
安全事故。

市领导安维宁、舒勇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今年前 5个
月，我市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不
断提升、饮用水水源地老鹰水库水质全
面达标。这是记者从 6 月 13 日的市政
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会议通
报了今年 1-5 月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及
中省环保督察有关情况，并就媒体关心
的问题答记者问。

据悉，今年以来，我市以环保督察
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持续整治
环境污染。围绕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加快污水、垃圾处理环保工程建

设，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坚决推动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切实解决各类环境突
出问题，推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今年
1—5月我市主城区优良天数 111天，优
良天数率 73.5%，同比上升 1.3 个百分
点，未出现重度污染以上天气；市级集
中式在用饮用水水源地老鹰水库总取
水量为 1261.96万吨，达标水量 1261.96
万吨，达标率 100%，同比上升 17.8%；国
省控断面水质状况中，沱江水系（资阳
段）总体水质受到轻度污染。

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环保督察工作，采取“问题+包案领导”

“问题+整改方案”“问题+督查督办”等

措施，落实责任、细化办法、强化督查，
日夜奋战，做到现场督导整改全覆盖，
所有问题件件有人负责、事事有人过
问，形成了领导带头、各方联动、挂图作
战的良好局面，圆满完成环保督察各项
工作，各项整改任务有力推进。

市环保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坚持倒逼机制推动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攻坚克难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突出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治理，持
续提升环境质量。

我市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1-5月优良天数111天

“总有一天我会爬起来”
四川资阳:贫困户奋斗脱贫的故事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

今年以来，百威英博
（四川）啤酒有限公司紧跟
市场调结构推出新产品，增
强了市场竞争力，入夏以来
公司产销两旺。图为该公
司繁忙的生产线。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