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品种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还未铺满祥符

镇小高村，村民胡菊祥已经在地里干了
好一会儿活了。她说：“别看我们吃了
那么多年红苕，但要把它种好，卖上钱，
品种和技术一个都少不了。”胡菊祥干
活的地方是雁江鲜食红薯产业园“特
优”品种育苗基地。一个月前，在雁江
区农村农业局的支持下，从四川农业大
学毕业、回乡创业的方超引进了“商薯
19”等三种红薯新品种。“‘商薯 19’薯块
多而匀，上薯率和商品率高，具有食用
及加工的双重性能，市场需求还是很大
的。”方超介绍，“第一期我们种了 8亩，
亩产比原来的品种增产 3000斤。”

雁江还大力推广“川优6203”等国标
二级以上水稻品种、“德油”等双低优质油
菜品种以及“川单189”等粮饲兼用、抗逆
性强的玉米品种，“目前雁江建成水稻、玉
米、油菜、薯类核心示范基地500余亩，确
保粮食总产量稳定在52万吨以上。”雁江
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陈扬说。

粮油新品种的选育不仅给种植户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带动了周围
群众增收。“你们没看到，选苗那天，估
计有上百号人在这里摘红苕苗子。自
从鲜食红薯产业园‘特优’品种育苗基
地的苗子可移栽后，丹山镇等周围村镇
群众纷纷来这里摘苗，这些红苕苗都是
免费的。”方超说，“其实红苕就是卖量，
我们号召大家一起种，一方面给老百姓
增收，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
的种植风险。”

“好品种才有好市场，接下来，我们
还要大力推广市场认可的多个农业品
种。”陈扬对记者说。

推广良种
为农业添活力

“这里是地暖，这是水帘，冬暖夏
凉，保证生活在这里的猪生长快，品质
好。”位于迎接镇天元村的一家占地 11
亩全自动的“豪华”猪舍即将竣工，资阳
群星生猪专业合作社的李泽良向记者
介绍：“从投料到粪便处理都是全自
动化的，整个猪舍只需要 2 个工作人
员定期维护机器设备，查看生猪的情
况 。”建 成 后 ，该 猪 舍 可 容 下 1600—
1800 头生猪，合作社现与安岳温氏畜
牧有限公司等公司合作，（下转二版）

雁江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丹山镇的绿色优质大
米、中和镇的小龙虾、
丰裕镇的生态猪、碑

记镇的雁江蜜柑……近几年，
雁江区持续引进推广农业新品
种新技术，孕育出一系列地方
农业特色品牌，为乡村振兴打
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 本报记者 唐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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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记者从 7月
8 日市政府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上半年，我市有序实施消费升级
行动，为实现 2019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420.7亿元、同比增长 11%的
目标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资阳市 2019
年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要
求，在提升城市消费、促进乡村消费、
扩大服务消费、拓展消费载体、创新
流通方式、优化消费环境等 6 个方面
下功夫，消费升级行动取得了明显成
效。尤其是通过举办 2019 资阳迎春

购物暨“资味”新春大拜年活动、2019
资阳“资味”产品成都（重庆）推介会、
扶贫产品东西部协作（浙江行）对接
活动、雁江中和小龙虾节、第十一届
中国安岳柠檬节、安岳县 2019 年“以
购代扶”新春大集市暨扶贫产品展示
展销活动等多个活动，对促进拉动消
费起到了一定成效。

据悉，下半年，我市将举办安岳柠
檬国际采购商大会、第二届世界川菜
大会，筹备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出
口博览会等国际性大会，进一步促进
消费升级行动落地落实。

我市消费升级行动有序实施

□ 实习记者 黄智微

熊彦，安岳县岳阳镇东方红小学
党总支副书记，多年来他指导学校党
组织打造“红烛先锋”党建品牌，铸就
高尚师魂，让学校从无人填写入党申
请书转变为教职工争当共产党员，党
建案例被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收录到

《中小学校党建工作实务操作手册》一
书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
年之际，熊彦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党务
工作者、资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近日，记者在东方红小学见到熊
彦，尽管学校在放暑假，但他还坚持在
办公室为 7月份的党建活动做准备。

2016 年 8 月，熊彦任学校党总支
委员后思考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改善
学校党建工作亮点不突出，过程不规
范，工作不全面的现状。为此，他花了
3个多月时间，制定了几十页的《党建
工作早知道》手册，明确“三会一课”时
间表和路线图，教职工人手一册。“手册
的分发解决了工学矛盾，让教职工更加
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党建工作中来。”

基础打好了，学校党建工作怎么
才能做出特色，体现党的引领？2017
年开始，熊彦依托新媒体开设微课堂、
红色阅读等专栏，创编抒写《跟着党

走，红星永不变》等红色歌曲、诗歌 40
余篇（首），推送专题学习片 50 余部，
并定期在共产党员网、腾讯网等平台
发布党建信息。

“党组织就是要聚力红色引擎，服
务中心大局。”熊彦说。得知岳阳镇城
南九义校桌椅不够用，他就提议把本
校 200 余套老旧桌椅利用起来，请工
人修好送去；乡村学校缺乏教育资源，
他就组织党员教师与农村学校开展支
教帮扶活动……多年来，学校党总支
开展爱心活动 20 余场次，向残疾学
生、贫困生、学困生赠送物资 8 万多
元。同时，还成立留守儿童之家，组建
党员教师“爱心父母团”，长期免费开
设音乐、美术、体育等双休日兴趣班，
从思想、学习、生活上给予留守儿童乐
观向上的信心和力量。

熊彦表示，下一步，准备引导学校
各党支部根据各学科特色和教学内
容，把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到教育教学中，让孩子传承红色基因，
做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市委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集中学习研讨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召开

陈吉明主持

当“红烛先锋”铸高尚师魂
——记安岳县岳阳镇东方红小学党总支副书记熊彦

本报讯（记者 李梅）7月 9日，市委
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集
中学习研讨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召
开，学习《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
党内法规，围绕省委第五巡视组反馈意
见深入研讨，深化认识、深刻反思、增进
共识，为开好市委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市委书
记陈吉明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个人自学与集中研讨的
形式进行。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学习《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内
法规学习资料汇编》，重点学习了《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县以上党和国
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

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条例》《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政治
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等。市委常委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
际，围绕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作了发言。

陈吉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巡视工作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
我们做好巡视工作、抓好巡视整改指明
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
深化对巡视工作和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
署要求上来，坚决有力抓好工作落实。

陈吉明指出，要诚恳接受、主动认
领、坚决整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认认
真真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推动我市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按照巡
视整改要求，精心制定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责任、措施、时限、要求，以坚决的
态度、有力的举措、严实的作风，全面整
改巡视反馈问题，确保条条改到位、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巡视整改
取得实效。要正视面对问题和差距，保
持良好精神状态，坚定信心抓发展、鼓
足干劲创业绩，齐心协力把资阳各项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陈吉明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不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层层压
紧压实党建责任，持续整治“四风”问题
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守
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

“两个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
治生态。要深入学习《党章》《准则》《条

例》等党内法规，不断增强执行落实的
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加强制度建设，强
化制度执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陈吉明强调，要将抓好巡视整改与推
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保持战略定力，转
变工作作风，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方面工
作，特别是扎实抓好项目投资、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改革创新、招商引资、民生改
善、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重点工作，集中
力量抓好推进成资同城化“头号工程”、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中国牙谷、建设临
空产业新城等七件大事，以实实在在的发
展成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在家市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副秘书
长；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市
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中心组
学习秘书等参加会议。

资阳市博物馆主体工程目前已完成主楼地下室和一楼钢结构柱吊装、独立地下车库消防管道安装，
正在开展主楼梁吊装、副楼幕墙安装，完成总体工程进度约70%。景观工程已完成部分种植土覆盖、树木
栽种及排污系统工程施工，完成总体工程进度约35%。预计9月主体工程可全面完工。

本报记者 秦建华摄于7月9日

本报讯（记者 李梅）7 月 9 日，市
委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省委第五巡
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市委
书记陈吉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工作责任分工方案、市委常委班子巡
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等情况。

会议指出，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要举措，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
度安排。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抓好巡视整改
工作的部署要求，把巡视反馈问题整
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作为树牢“四个意识”、落
实“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履行

“两个责任”、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
生态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抓好整
改是本职、不抓整改是失职、整改不
力是渎职”的理念，坚决整改、全面整
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条条改
到位、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坚定
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会议指出，要对照巡视整改要
求，精心制定整改方案，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地梳理，逐项逐条制定切实可
行的整改措施，分门别类建立整改台
账，马上能整改的要立行立改，明确
了完成时限的要实行挂图作战，需要
长期坚持的要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坚
决确保整改进度和效果。要突出重
点抓整改，对反馈的突出问题和专项
检查反馈问题，过细研究整改措施，
重拳治标、强化治本；对省委巡视组
移交的问题线索要快查快办，绝不含
糊、绝不护短、绝不应付。要以严实
作风抓整改，动真格、见真章，决不能
敷衍塞责、马马虎虎、流于形式，对整
改不力的要严肃问责。

会议指出，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责任，做到
问题认领全覆盖，带头整改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自觉担负主体责任，各级
纪委监委和组织部门要肩负监督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决不允许“新官不理旧账”。要把巡视整改与抓好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整改其他方面问题结合起来，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整改意见落实，确保整改与其他方面工作统筹推进、取
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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