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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近日，记者
从市人社局获悉，为满足四川省与云
南、贵州、西藏、重庆等地人员流动频
繁，参保群众对个人账户跨省异地直
接结算的需求，2019 年四川省将试点
与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开通跨省医
保个人账户直接结算。目前，省医局
已部署试点相关工作，全省各地正在
结合实际情况作相应准备。在“云贵
川藏渝”医保个人账户直接结算开通

后，资阳将第一批参与试点。这意味
着，将来在试点范围内符合条件的医
药机构，我市市民可以直接刷社保卡
看病或买药。

据了解，2018年我省21个市（州）已
经开通省内个人账户异地直接结算。参
保人员无需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就
可以用社保卡在开通了个人账户异地直
接结算的医院、药店刷卡结算，相应费用
直接从个人医保账户中扣除。

本报讯（罗亦）7月 9日，乐至县召
开中共乐至县委十四届常委会第 91次
会议，学习省委第五巡视组巡视资阳
市情况反馈会议、巡视乐至县情况反
馈会议和市委专题会议精神，研究乐
至县贯彻意见，审定相关文件。

会议要求，一是站位必须提高。要
深刻理解巡视整改工作的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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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切实增
强抓好整改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 二是态度必须坚决。
要高度重视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旗帜鲜
明、态度坚决，一丝不苟抓好整改落实，
严防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确
保整到位、改彻底。三是措施必须过
硬。要坚持问题导向，各常委要对照整

改要求，召集相关部门对问题一个一个
认真研究、认真梳理，逐项逐条制定切
实可行的措施；要坚持分类推进，解决
好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要坚持追踪督
办，重点针对责任不落实、工作推诿扯
皮、整改避重就轻等问题督查督办。四
是责任必须压实。县委常委班子成员
要按照“一岗双责”，认领问题、认领责
任，具体负责分管领域整改工作，把整
改事项一项一项理清楚、抓具体、见实
效；各级各部门党组（党委）和党员领导
干部要坚决把自己摆进去，对号入座、
对照检查，主动参与、全力配合。五是
工作必须统筹。要用发展的思维去思
考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发
展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坚定发展信心，
保持发展定力。

本报讯（记者 孙正良）7 月 10 日，
雁江区启动“十年相约 宜居城东”大
型采风创作活动，旨在通过声、文、影
等多种形式展示城东新区变化历程，
推动城东新区文化品牌打造，加快“中
国长寿之乡、生态健康之城”建设。

本次活动组织作协、摄协、微影
协、汉研会等协会组织，集中利用三天
时间，深入企业、学校、公园、居民小区
等实地采风，从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
市民生活工作中感受城东十年变化，
创作出文学、摄影、视频等作品，以独
特的视觉、崭新的形式展示村民变市
民后的生活变化，农村变城市后的经
济社会发展，记录城东新区十年辉煌，
憧憬城东新区未来发展。

据悉，十年间，占地 19.5 平方公
里的城东新区，100 余公里城市道路、
110千伏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及 160余
公里的雨污管道已竣工投用，字库山
公园、水体公园、成渝客专站前广场
及 14 公里的滨江路堤景观带等市政
基础设施全面开放；区中医院、区人
民医院竣工投用，区疾控中心、区妇
幼保健院加快建设，资阳环境科技职
业学院、资阳天立学校等喜迎新生；
中交集团、中城建等央企强力入驻，
富力、蓝光、华西等知名企业抱团入
驻，佳家、达高等本土企业快速成长，
前后科技、豪生大酒店等商务业态正
式营业，一座宜居宜业的生态健康新
城正在崛起。

□ 吴双桂 本报记者 唐文瑞

博览园的柠檬树正茁壮成
长，碧波荡漾的湖边游客流连忘
返，水果采摘园内欢声笑语不断，
游乐园里儿童尽情玩耍……这片
浸染着诗情画意的田园美景就是
安岳文化镇燕桥村。

近日，四川省向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推荐30个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燕桥村榜上有名。将美
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燕桥
村迸发出蓬勃活力，成为乡村振
兴的一道靓丽风景。

借力柠檬小镇
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走进燕桥村，一排整齐的小洋楼倒
映在湖面，沿着蜿蜒的水泥路往前，中
药材种植大棚、水果采摘园、儿童游乐
场、乡村酒店与静谧的环境相得益彰。

“这是第二次来这里了。”7月 2日，
记者碰见从县城过来的肖先生，他带着

放暑假的孩子来柠檬小镇的儿童游乐
园玩。2013年，燕桥村引进宝森农林科
技公司投资打造宝森柠檬小镇旅游项
目，围绕“一心一街、两湖三园、四大节
庆”的整体规划布局，配套建设生态休
闲区、柠檬小镇、乡村酒店、儿童游乐园
等 16个子项目，为游客提供了以“柠檬
文化、柠檬生活、柠檬康乐、柠檬生态、
柠檬游乐”为一体的体验式游乐。“燕桥
村耍的地方还是挺多的，离县城又近，
过来方便。”肖先生说。

近几年，燕桥村依托柠檬小镇先
后开展了安岳柠檬节、柠檬花观赏季
等特色节庆活动，形成了独具魅力的
乡村旅游业态。“燕桥村利用自身区位
优势，全力打造乡村旅游型、农业观光
型新农村示范点，成效已经显现出来
了。”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培育绿色产业
深化农旅融合

“这是柠檬品种博览园，其中从土
耳其、南非等国家引入的品种 23个，我
国自主培育的柠檬品种 2个。”采访中，

四川柠檬小镇旅游开发公司行政办主
任谢朝阳向记者介绍，燕桥村依托安岳
农业大县、柠檬之都的产业基础，采取
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方式，打造出整
体连片的柠海公园。

博览园不远处，则是占地 60 亩的
铁皮石斛基地，“在旅游开发上，我们将
传统农产品开发成旅游产品，销售石斛
盆栽、鲜条、加工制品等深加工产品。”
谢朝阳说，公司还新建水果采摘园 200
亩，为游客提供葡萄、桔子、草莓等水果
采摘服务，吸引多方宾客。

特色种植与旅游相结合的“农旅发
展”模式，为燕桥村经济转型发展提供
了强大动力，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
提升。

创新体制机制
助农增收致富

“快来坐，正宗的重庆火锅鱼。”村
民黄秀玉热情地邀请记者。在外打工
近 20 年后，她回村里开了这家店，“我
把土地流转了，村上统一在这边修了房
子，生活、做生意都方便。”

宝森柠檬小镇采取“公司+专合

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成立了宝
森科技农业专业合作社，按照田、土、林
地每亩每年稻谷 600 斤、400 斤、200 斤
的标准签订流转合同，采取“保底+分
红”方式，农民土地折价入股占总股份
的 60% ，公 司 现 金 入 股 占 总 股 份 的
40%，根据收益年终按股分红，2018 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000 万元，村民人
均年收入 1.7万元。体制机制创新让燕
桥村“农旅结合、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
之路越走越宽。

如今，黄秀玉的餐饮店有很多游
客慕名前来，“旅游搞起来了，人气也
就旺了，随便做点小生意都有钱赚。”
黄秀玉还在小屋周围种了些蔬菜水
果，“这些都是绿色食品，自己吃，游客
也喜欢得很。”

乡风乡情乡韵，新风新貌新景，都
在展现着燕桥村的旅游魅力。随着乡
村旅游的快速发展，这个昔日的小村落
正逐渐成为当地的富裕村。

本报讯（梁汉）自今年 4月起，我市
组织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散装白酒专
项治理行动，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138
家次，抽检散装白酒产品 538 批次，立
案查处各类案件 34件。

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对
散装白酒生产经营单位开展了普查登
记，建立台账档案，重点检查了白酒小
作坊环境卫生控制、物料平衡、生产工
艺及关键环节控制相关情况，经营单位

白酒来源、贮存分装及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制度落实情况，餐饮服务单位自制
泡酒标签内容是否真实、完整及有无非
法添加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能
当场整改的现场指导其整改完善，无法
当场整改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检查结
束后，执法人员向生产经营单位宣传了

《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
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并教育警示其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云贵川藏渝”医保个人账户直接结算年内开通

资阳将第一批参与试点

我市组织开展
散装白酒专项治理行动
立案查处各类案件34件

看沧桑巨变 展十年辉煌
雁江举行“十年相约 宜居城东”大型采风创作活动

乐至：

五个“必须”做好巡视整改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7 月 10 日，
市委统战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
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知联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联
会）有关负责同志调研全市民营经济
发展情况，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通报协商座谈会作准备。市工商联主
席、市政协副主席孙军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调研了四
川南骏集团有限公司重卡生产线、
四川恒和鑫口腔科技有限公司、中
国牙谷招商中心、云创智谷、四川安
井食品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各类产

品生产制作流程、经营情况以及项
目发展前景。

调研组表示，下一步，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知联会）、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新联会）将充分发挥
联系广泛的优势，围绕中心主动作为，
开展营商环境、融资服务等调查研究、
民主监督，积极为资阳民营经济发展
建言献策，并加大对资阳市民营企业
的宣传，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我市民营
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推进我市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为我市经济发展贡献
力量。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这儿环境不错，还
可以进行康复锻炼！”“功能齐全哦，可以吃饭
可以耍，还有医生在，考虑周到。”7月 10日，资
阳市康乐日间照料中心揭牌运营，前去体验的
老人十分满意。

资阳市康乐日间照料中心是我市首家专门
以康复为主，专门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开设的

“日托型”养老机构。中心位于康乐北路 123号
置地城小区内，运营面积约 200平方米，设观影
区、阅读区、休息区、棋牌区、康复区、厨房等功
能区，配备工作人员8名，其中副主任医师1名、
管理人员 2名、康复医生 1名、养老护理员 2名、
厨师2名。

“康乐日间照料中心主要面向属地社区
——红岩子社区及周围社区 60 岁以上的老人
开展‘日托’服务，除了重点照料失能、半失能
老人，还要照顾高龄、空巢、残疾老人等。”市福
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康乐日间照料中心由市
福利院工作人员进行专业服务，解决社区老人
养老需求。以后，中心还将提供膳食供应、就
医陪护、医生随诊、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精神
慰藉、居家上门“十助”服务等日间托老服务。

本报讯（吴双桂）7 月 10 日，笔者
从安岳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了解到，
今年 5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安岳·味
道”名优特产进成都市机关活动取得
圆满成功，共推广销售安岳农特产品
达 2000余万元，其中扶贫产品 500余
万元。

据了解，为深化成资同城化合
作，借助成都市“十万精品、百万特
色、千万创新”名优特产进机关活动
契机，安岳县在成都市集中开展了农

特产品现场展示展销、农特产品进大
型商超、安岳美食进机关食堂、特色
旅游文化资源展示推介等大型活
动。活动中，安岳 40余种特色产品与
扶贫产品集中亮相，其中，柠檬鲜果、
红薯粉条、普州坛子肉、柠檬蜂蜜等
产品备受青睐。

深化农旅融合 助推乡村振兴

燕桥村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安岳·味道”名优特产进成都市机关
1个多月推销农特产品2000余万元

推进全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我市首家以康复为主的日间照料中心投用
专门照料失能、半失能老人

美丽的燕桥村。杨康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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