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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龙涛）7月 5日，雁江区召
开“中国长寿之乡”品牌建设推进会，
深入挖掘雁江长寿文化内涵，打造长
寿文化品牌，为成资同城化创新发展
先行区建设注入强劲的品牌动力。

据了解，近年来，雁江依托“中国
长寿之乡”品牌，充分挖掘“中国长寿
之乡”内涵，立足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优势，积极打造长寿文化型、生态养生
型、医养结合型健康养老模式，整合优
势资源推动健康养老标准化、专业化、
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突出绿色和谐
康养定位，围绕“田园+文旅”“田园+

康养”“田园+古驿文化”，建设康复医
院、护理中心、康养公寓、创意田园等，
打造集古驿旅游、蜀乡文化、休闲农
业、养生居住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全力
创响“长寿雁江”品牌。携手中国长寿
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大力发
展康养文化产业，建设全国一流生态
健康文化研究中心，孵化发展一大批
成长型康养企业，打造高端生态康养
创业平台。做优“雁字号”健康食品，
发展健康管理服务、养生、智慧医疗等
健康服务新业态，打造成渝城市群独
具特色的康养休闲基地。

雁江擦亮
“中国长寿之乡”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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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倪彬 林仁军）近日，市市
场监管局积极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
进乡村、进网络、进校园、进商超”专项
科普宣传活动。活动以“科学认知保
健食品、明白理性放心消费”为主题，
重点宣传保健食品基本概念、功能声
称、适用人群、标签标识等基本常识以
及保健食品广告、生产经营、监督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2月，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海
报、悬挂宣传标语（含LED标语）、摆放
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和专题讲座
等形式，并通过电视、报纸、微博、微
信、网站、短信等渠道，普及保健食品
知识，介绍消费维权渠道，帮助消费者
提高识假辨假能力和自我防范意识，
促进科学理性消费。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保健食品科普“五进”宣传活动 本报讯（曹琦）7月 7日 17时 52
分，国网乐至县供电公司所辖供区
童桂线新团场镇 2 号开关突然跳
闸。同时，乐至公司童家供电所的
值班电话响起：“供电所的同志快来
啊，我们砍树，把你们电杆上的电线
整脱了。”值班抢修人员接到电话，
二话不说，准备好抢修工具、设备、
材料赶赴抢修现场。

经现场巡视了解到，童桂线团
灯坝村支线 6、7、8号导线绑扎线被
树木打断，瓷担歪斜，导致导线脱
落，造成公变台区 48 个、专变 8个、
用电户3900户停电。找到线路跳闸
故障点，抢修人员做好现场安全勘
察、安全措施后，各负其责、明确分
工，停电、验电、挂接地线，开始安全
有序地施工作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抢修，终于
在 20 时 27 分，10 千伏童桂线恢复
供电。

用户砍树整脱线
全力抢修保供电

交通闭塞制约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坝村开始种
植柠檬，但由于村里无公路，搬运全靠
人工肩挑背磨，耗时耗力。村民意识到
道路的重要性，2002年，靠着自己的双
手，他们修出了一条通往自治乡的土
路，全长约 3 公里，2006 年又将此路延
长至 6公里，为其铺上了碎石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碎石路已
不能满足村民们的需求，下雨天，坑洼
的碎石路上，不仅车辆难以通行，就连
步行也是件困难的事情。2014 年，在
脱贫攻坚工作的推动下，下坝村的第一
条水泥路终于开始修建，可由于多种原
因，2组连接菩提村的通乡碎石路却无
法同步施工。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长约
400米的断头路（包括一座长约 20米的
石桥），村民们称之为黑滩河断头路。

断头路迟迟不建，村里的柠檬因此

滞销，不仅卖的价格比其他地方低了许
多，有的还烂在了树上。这可急坏了下
坝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的同志。“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止步不前。”在
广泛征求干部群众意见后，下坝村作出
决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想方设法啃
下断头路这块硬骨头，助力村民脱贫致
富奔小康。

干群齐心打通道路

说干就干，下坝村“两委”和驻村工
作队第一时间找到自治乡党委政府汇
报。乡政府对下坝村的决定非常认可，
在资金项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给予了
下坝村最大的支持，然而仍有巨大缺口，
剩下的难题需要下坝村自己解决。

下坝村是贫困村，经济发展比较落
后，村民收入总体不高，前期修路每家
每户已经出资上千元，再次集资几乎不

可能。“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自愿捐赠呢，
积少成多，众人拾柴，或许能渡过难
关。”在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这个提议
得到了村“两委”的支持。

2018年 6月，下坝村“两委”组织召
开村民代表大会发动全体村民捐资修
路，村组干部、驻村干部带头捐资。在
他们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加入捐资修
路的浪潮中，你 100 元，我 200 元，他
300元，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募集资金近
10万元。

2018 年 11 月，黑滩河断头路建成
水泥路，成了下坝村通往自治乡、驯龙

镇、朝阳镇等周边乡镇的主要通道。村
民的柠檬也不再是“赔钱货”，“以前没
人来收，几毛钱 1斤，路通后卖到了 2元
1斤，去年就卖了 4万多元，翻了一倍。”
下坝村 2组组长王治能高兴地说。

下坝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位告诉记
者，断头路打通后，村民种植柠檬的积
极性空前高涨，全村柠檬种植面积从
100 余亩扩大至 500 余亩。此外，还吸
引了部分业主来此投资，在村里新发展
了 100余亩小龙虾养殖基地。

“下坝村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村民们信心十足。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7月 9日，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雁江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成慰问组，前往雁江区丹山镇
老君村三组，看望 95岁的参战老兵张
良荣，向他送去组织的问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
军节也即将到来，我们来看看您。”在
张良荣家，慰问组关切地问候老人身
体及家人情况，并为他送去慰问品和
新军装。当了解到老人的耳朵打仗被
震，现在听力不好时，慰问组当即安排
组织为老人购买助听器，以便他和大

家更好地交流。穿上军装，老人神采
奕奕，高兴地展示出满是岁月痕迹的
勋章和证件，聊起了“ 炸坦克”“剿土
匪”的故事，唱起了从军时常唱的歌曲

《我们的祖国多美丽》。
据了解，张良荣系资阳市雁江区人，

1924年生，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曾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一旅服役，
参加过淮海、渡江等战役，1949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到雁江区丹山镇
供销社酒厂，后扎根农村。他曾获得晋
冀鲁豫野战军特等功3次、三等功1次。

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慰问九旬老兵

干群齐心打通致富路

“要想富，先修路。”这
句俗语对于安岳县自
治乡下坝村的村民们

来说深有体会。为了发展产
业，该村干群齐心协力、不等
不靠，想方设法啃下断头路这
块硬骨头，打通了一条脱贫奔
康的致富路。

□ 朱国强 本报记者 陶思懿

进入盛夏，雁江区丹山镇大佛村莲藕基地的荷花渐次绽放，给村里增添无限生机。7月8日，细雨绵绵，经过雨水的洗
礼，盛开的荷花更加娇艳欲滴、鲜艳夺目，翻滚的荷叶、摇曳的荷花美不胜收，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本报记者 韩成玺 摄

本报讯（韩菊芳）7月 8日，乐至县
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现场推进
会，交流经验，强化举措，全力推进全
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与会人员先后到高寺镇清水村、
大佛镇东禅寺村、劳动镇陶家村、宝林
镇双碑村、回澜镇红光村、东山镇三元
庙村、孔雀乡马鞍山村、佛星镇玉金村
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现场
询问、入户走访等形式详细了解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

该县要求各级各部门提高站位，
深化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坚定信心、正视问题，坚决打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硬仗。要坚定“三年目
标”，紧盯时间节点，紧抓重点任务，确
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把握“四个
关键”，坚持农民主体、因地制宜、统筹
推进、长效运行。要狠抓“五项重点”，
分类推进垃圾治理、污水治理、厕所改
造、畜禽粪污处理、村庄清洁。要强化
组织领导、力量整合、资金保障、依法
治理、宣传与工作氛围营造、考核逗硬

“六大保障”，奋力开创乐至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新局面。

乐至扎实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上接一版）采取“代养”模式，只负责
把这些猪养好养壮，不用担心销路问
题。

而在天元村的益华家庭农场，400
多头大耳羊正在悠闲地“散步”，农场主
人钟吉春正给羊喂草料。大耳羊具有
生长速度快、产肉性能优良、繁殖性能
高、耐粗饲等特点，适应我国南方亚热
带气候条件。5年前，钟吉春回乡创办
了吉春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过几年
的山羊行情“低谷”，“羊倌”们终于迎来
了“春天”，“今年毛利润应该有 60 万
元。”钟吉春说。

在整个雁江片区，区农业农村局通
过推广长白等优良生猪品种、简州大耳
羊等优质品种、西门塔尔耳牛等肉牛品
种、樱桃谷鸭等家禽品种，不断提升农
户在畜禽市场的竞争力。“良种畜禽的
引进推广效益越来越明显，目前，雁江
已新改扩建畜禽养殖场 17 个，总投资
约 4000万元。”雁江区农技推广中心农
技站工作人员蓝平说。

新技术
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好的品种要种出产量、质量、效益，

离不开好技术的支撑。雁江有一大批
技术指导员常年帮助示范户选准品种、
传授技术、提供信息、找准市场，实地跟
踪技术指导，深受农民的喜爱。

“你看，红苕叶脉周围呈黄绿相间
的不规则花叶斑纹，要注意哟。”祥符镇
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李晓鹏正在指导
村民进行病虫害防治。近年来，雁江加
强对农业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强化服务
技能，推送技术服务指导信息3000余条
次，主推技术入户覆盖率已达 95%以上，
有效提高了生产技术的规范化程度。

“种一季稻谷，全季都可出虾。”团
碑村锦团小龙虾养殖协会会长王波
说。在雁江区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探索出的“稻虾种养”技术模式，
让养虾大户王波受益匪浅。“这个稻虾

养殖模式，不仅改善了虾田水质，还为
虾子生长提供了额外的饵料，而虾子养
殖反过来又改善了稻田土壤。”王波说。

团碑村稻虾养殖模式是雁江着力
实施渔业智能化和水产健康养殖技术
的缩影，该区通过集成示范推广水稻机
插秧、免耕直播、蜜柑“八改”技术、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等高产高效技术模式，不
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

今年，雁江大面积推广稻鱼、稻鳖、
稻鳅等稻渔共生综合种养模式，同时对
进排水系统改造、沟坑开挖、防逃防害
防病设施等技术进行培训，为构建稻渔
共作轮作模式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截至目前，全区较规范的稻渔综合种养
面积达到 7000亩。

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解
决了雁江农业品种老化、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不强等问题，进一步加快了农业结
构调整，促进了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
续增收，也让现代农业的特色优势进一
步显现出来。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打通的断头路。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7月 9日，四
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四川省农业
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安岳县委县政府
共同在“中国柠檬之都”安岳举行新产
品发布会，正式发布“惠农担·柠檬贷”
产品，并举行签约授信仪式，为首批

“柠檬贷”客户授信逾 5000万元。
据了解，“柠檬贷”产品旨在解决

金融产品信贷周期与农业产业发展周
期不匹配的问题，针对柠檬种植投入
周期和回报周期，设计了“T+N”的贷
款和还款期限模式，贷款周期最长可
达 9 年。其中，T 为投入期，按柠檬种
植投入时间计算，最长可达 4年，柠檬
种植户在整个投入期都不用还本续贷；

N为回报期，按柠檬丰产时间计算，最
长可达5年，柠檬种植户在柠檬丰产后
的第一年也不用全额还款，可以根据收
益情况在回报期内逐年偿还。贷款和
还款周期的延长，将彻底解决客户“过
桥资金”的筹措压力，消除“过桥”过程
中产生的一切费用，防止客户因“过桥”
难而形成的征信问题。

据悉，首笔“柠檬种植贷”已于 6
月 26日在安岳农商银行成功发放，这
是“惠农担·柠檬贷”系列的首个新产
品，也是为柠檬种植环节量身定制的
一款产品。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胡强、
省农信联社副理事长王挺出席仪式。

“惠农担·柠檬贷”产品在安岳发布
首批客户授信逾5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