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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新品种大获丰收

何有洪的鱼塘在安岳县李家镇关
上村，这里紧临磨滩河水库，水库的水
为何有洪养鱼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6月 27日一早，何有洪启动自动投
饵机，水中顿时黑花花一片涌动，一条
条黑鲫鱼争相抢食。从外观上看，黑
鲫鱼除了浑身黢黑以外，体形与一般
鲫鱼没什么区别。

何有洪说：“养殖普通鱼，由于市
场饱和，近年来大多数都处于亏本的
状况。因此，必须根据消费者习惯，养
殖有竞争力的新品种。”2014 年，他从
天津一家国家级良种场首次引进了黑
鲫鱼。

据何有洪介绍，当时他以每 1万尾
两三百元的价格引进了一批黑鲫鱼水
花，在小塘悉心培育至规格苗。随后，
他在大塘投放规格苗养殖成鱼，每亩
大塘投放规格苗达七八千尾。

一年多后成鱼陆续出塘，何有洪

通过垂钓、农家乐、批发等途径销售，
批发价达到 10 元/斤、零售价达到 15
元/斤。“刚开始还是比较艰难，消费者
对黑鲫鱼不了解，我就通过一步步宣
传推介，增加零售，使消费者逐渐认
可，最终打开了市场。”何有洪说，“1亩
塘可产黑鲫鱼成鱼两三千斤，利润能
保证 1万元。”

不断调结构适应市场

早在 10 年前，何有洪就根据市场
需求开始调整水产养殖结构，他说：

“现在的白鲢才卖几元钱，即使逢年过
节也没多少人买。因此，养殖户必须
不断引进名优特新品种，才能取得较
好的效益。”

为此，何有洪通过养殖湘云鲫取
得过不俗效益，近年来，因养殖湘云鲫
的人多了，效益变差，何有洪又及时放
弃，再次引进新品种。为进一步吸引
消费者，他在引进黑鲫鱼之后，又于
2017年 6月从天津引进了银鳕鱼。

与黑鲫鱼迥然不同的是，银鳕鱼
浑身银白、身材修长，简直就是“浪里
白条”。据何有洪介绍，银鳕鱼属于淡
水鳕鱼，学名叫大鳞鲃，其肉质比黑鲫
鱼更为细嫩。

何有洪以每万尾 500 元的价格
采购了一批银鳕鱼水花，之后向每亩
大塘投放了 2000 尾银鳕鱼规格苗，到
去年底，每尾长至 1.5 斤左右陆续出
塘，批发价达 10 元/斤、零售价高达
20 元/斤。他介绍，银鳕鱼亩产量两
三千斤，吃普通鲤鲫鱼饲料即可，每
亩养殖成本 1 万元左右，利润可达两
万元。

“但银鳕鱼才刚刚推出来，销量还
不及黑鲫鱼，消费市场还需进一步培
育。而且银鳕鱼的耐低氧能力比黑鲫
鱼低一点、病稍多一点、死亡率高一
点，对水质的要求更高一些。”何有洪
说，“尽管如此，我明年还要进一步引
进新品种，因为作为水产养殖户，必须
不断地适应市场需要调整养殖结构才
有出路。”

又讯（记者 李小凤）前列腺增生
对于老年男性同胞来说都不陌生。
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均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前列腺增生，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早期的主要
表现为尿频、尿不尽、夜尿次数增多，
严重影响休息。近日，记者从雁江区
人民医院获悉，该院成功为一名年近
九旬的老人实施了前列腺增生经尿
道剜除术。

家住雁江区迎接镇的蔡爷爷今
年 88 岁，多年来他饱受排尿困难的
困扰，尤其是在冬天，每晚起夜 5-6
次，完全不能睡觉。7 月初，蔡爷爷
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区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就诊，经查，困扰蔡爷爷的疾
病为良性前列腺增生，腺体增生超过
鸭蛋大小，体积达 100多克。经过充
分准备和沟通，医生为蔡爷爷施行了
前列腺解剖性剜除术，顺利地切除了

患者增生的前列腺。由于新技术、新
设备的应用，手术过程中可在切除增
生的同时进行止血，对身体的创伤更
小、出血更少、风险也更低。术后，蔡
爷爷身体恢复良好。

据了解，该院泌尿外科开展前列
腺增生手术治疗20余年，积累了丰富
的治疗经验和手术技巧，以该院泌尿
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朱清良为首的
课题小组，成功引进了南方医科大学
珠江医院全国首创的特色医疗项目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解剖性剜除”，
目前已经实施100余例，切实解决了老
年男性朋友的切肤之痛。

朱清良介绍，经尿道等离子前列
腺解剖性剜除，可以像剥桔子一样完
整剥掉前列腺。相比开放前列腺摘
除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等手术方式，
该术式更微创，具有术中出血少、切除
更彻底、手术时间短、病人痛苦小、术

中术后并发症少、复发率低等优点，术
后3～5天拔除导尿管，术后一周内出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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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蒋波 记者 李小凤）近年
来，乐至县公安局紧紧围绕全省公安
改革的总体思路要求，主动服务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智慧出入境”
建设为龙头，深入推进公安出入境“放
管服”改革进程，向科技要警力，积极
推进便民利民措施落地落实，不断完
善群众办事前、中、后的全流程体验，
目前已形成服务渠道多元化、受理环
节自助化、办理流程信息化的智慧出
入境新格局。

目前，乐至出入境大厅已配发自
助照相一体机、自助申请一体机等警
务科技设备，通过自助照相一体机、自
助申请一体机，实现了出入境证件办
理预受理完全自助化，将窗口办理时
间从以往 6-8分钟缩短至 2分钟以内。

随着近年来出国旅游、务工人员
的增多，乐至公安出入境管理处积极
对标相关乡镇、部门、企业，采取上门
服务、预约服务等多种方式，主动提供
相关服务。

乐至公安局

打造“智慧出入境”更好服务群众

本报讯（唐东）近日，乐至县人民
法院组织干警在朱德元帅故居南充市
仪陇县开展第二期以“守初心、担使
命、践承诺”为主题的“青年法官沙龙”
活动。

全体党员干警在朱德元帅纪念雕
像前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
随后，在解说员的引导下，沿着纪念馆

“苦闷中的求索”“红军总司令”等九个
部分，缅怀了朱德元帅波澜壮阔的人
生历程和光辉功勋。一件件实物及图

文资料，都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引人深
思，催人奋进，为全体党员干警上了一
堂生动党课。

在主题讨论会上，15 名干警围绕
“守初心、担使命、践承诺”主题，结合中
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及“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对照先进典型，
立足本职岗位，从做好政工“小螺丝
钉”、员额法官的初心、青年人的奋斗、
赴凉山扶贫等方面阐述初心，对如何担
当岗位职责提出明确方向和具体措施。

乐至法院开展“守初心、担使命、
践承诺”主题活动

本报讯（温树元 刘晗）日前，资阳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通报
全市 2018年度依法治市工作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市级
机关第一名。这是自 2015 年以来，该
院第四年获此殊荣。

2018 年，全市法院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依法治市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
判职能作用，稳步推进依法治理各项
工作开展。一是聚焦执法办案，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精准打
击赌博等涉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积极
探索公益诉讼案件审理，安岳法院审
结全市首例食品安全领域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二是稳妥审理民商事
案件，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稳步推进破产案件审理，推
动实现涉 2000余购房户的“优品上城”
问题楼盘复工建设；推进家事审判改
革试点，安岳法院探索“司法+行政”的
家事纠纷协同化解机制，与县民政局

联合组建“家事纠纷协同化解工作
室”。三是积极化解行政争议，促进法
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积极参与全
市环境资源综合治理，妥善处理雁江
区娇子大道西沿线和城北拆迁安置等
历史遗留问题。四是持续攻坚执行
难，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市中级法
院在全省率先组织开展涉金融案件专
项执行活动，兑现执行案款 2.66 亿
元。五是深化司法改革，提升审判质
效。严格实行裁判文书签署机制，建
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月通报制度，出
台“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落实类
案与关联案件强制检索要求，建立“分
层递进、简案快审、难案精审”的繁简
分流快速解纷机制等。六是强化法治
宣传，营造法治氛围。组织开展赡养、
邻里纠纷等案件巡回审判 90 余次；组
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职工
等旁听重大案件庭审 200余人次；组织
开展“法律七进”等活动。

本报讯（黄惠 记者 李小凤）
为加强健康和医学知识的普及，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乐至县人
民医院本月启动大型巡回义诊活
动，将持续至 12月结束，陆续在童
家镇、回澜镇、劳动镇、中天镇、放
生乡等 25个乡镇开展。

7月 2日，爱心义诊团队的第
一站来到童家镇，志愿者们共为
700 余 名 群 众 免 费 测 血 压 、血
糖，检查身体状况，讲解卫生保
健知识、注意事项、饮食安全、
合理用药等卫生常识。 7 月 8
日，志愿者们来到第二站石佛
镇 ，共 为 300 余 名 群 众 免 费 测
血 压 、血 糖 ，讲 解 卫 生 保 健 知
识，发放科普知识、院报等各类
宣传资料 800 余份。 7 月 18 日，
活动走进第三站回澜镇，志愿
者在回澜中心卫生院对全院医
务人员和村医生进行了《胆石
胆 囊 炎 的 诊 治》《快 速 胸 痛 鉴
别》等相关知识培训。

义诊活动表达了乐至县人民
医院服务社会，为群众办好事，办
实事的良好心愿，得到了群众的
广泛认可与赞誉。

本报讯（杨玉刚）近日，国网资阳
市雁江供电公司主动与老君镇宝积村
等 6个扶贫帮扶结对村负责人对接，协
调扶贫帮扶相关工作。

对接会上，各村党支部书记畅所
欲言，积极探讨扶贫帮扶具体方法、入

户走访细节或技巧。在与各村组负责
人交流后，公司要求对口帮扶责任人
必须定期到所属责任村组对所帮扶的
贫困户开展深度走访，完成帮扶手册、
调查问卷等资料的填写，对失职和帮
扶不到位的部门及个人将严肃处理。

雁江供电公司

主动对接结对帮扶工作

本报讯（张建）7月22日，我市迎来
强降雨，导致辖区部分公路出现不同程
度的水毁、行道树倒伏等情况，影响公路
行车安全。市交通运输局及时派出巡查
组，到G321线、G351线开展雨中巡查，
清除路面安全隐患，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巡查中，巡查组仔细查看公路沿
线发生地质灾害情况，核实前期汛期
排查主要风险点位的风险变化情况以
及道路通畅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要

求各责任单位遵循“保通优先”的原
则，组织人员及时清除倒伏行道树；加
强桥梁和沿线设施巡视，第一时间掌
握公路运行状况，保证公路行车安全；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报送，尽最大努
力减少公路水毁损失，雨后要抢抓进
度，精心施工，修复各类水毁设施，加
强公路水毁防护，努力为群众提供安
全、畅通、舒适的公路出行环境。

据了解，强降雨发生后，市交通运

输局迅速启动了保通保畅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组织各县（区）应急抢险人
员、机具赴现场开展抢通工作，及时有
效处置公路塌方、水沟堵塞、倒伏树木
等安全隐患；迅速组织巡查组，分赴国
省干线桥梁、高边坡、治超站点、车站、
渡口码头等重要点位开展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主要风险点位巡查，强化防控
措施；同时，加强了重要路段现场交通
管控，规范设置安全警戒区域，提前预

报预警坚决杜绝事故发生。
目前，全市水陆交通巡查已全面

到位，国省干线、农村公路通行状况总
体良好，暂未发现拥堵断道情况。

依法治市工作考核
市中级法院获市级机关第一名

市交通运输局

积极应对强降雨 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7月22日，乐至县交通运输局启动应急预案，
迅速组织抢险人员37人，清除倒伏行道树89棵、竹
子51棵，清除塌方103立方米，清除高危边坡落石2
处，清理水沟堵塞6处。截至23日15时30分，道路
险情基本排除。

▲强降雨期间，雁江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巡查人
员排查国省县道 346公里，排除行道树倒伏、塌方、
路面塌陷、水淹路面等安全隐患63处，其中51处已
恢复。正在处理塌方8处，4处水上安全隐患正在筹
集资金进行整治。

▲7 月 22 日，安岳县交通运输局组织人员赴
G319线、S206线等道路开展巡查和除险工作，截至
当日18时许，共巡查道路150余公里，发现树木倒伏
等险情80余处，成功排除险情80余处。

一亩鱼塘纯利润一两万元
——何有洪的养鱼经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近日，雁
江区人民医院成功实施了一例腹腔
镜下膀胱全切回肠代膀胱术。

患者王奶奶，来自雁江区中和
镇，今年 76岁，家庭贫困。因偶发一
次尿血于 6 月初来到区人民医院泌
尿外科就诊，被确诊为浸润性膀胱
癌。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大、家庭经
济状况较差，以及患者对术后生活

质量的顾虑，泌尿外科医生团队反
复讨论，决定放弃传统的开放手术治
疗方式——膀胱全切+尿流改道，为患
者实施腹腔镜下膀胱全切回肠代膀
胱术。

在该院泌尿外科、麻醉科等多科
专家的密切配合下，手术顺利完成，
耗时 6个半小时，出血量仅 200毫升，
术后 3天王奶奶就可下床活动，恢复

良好，无并发症，无特殊不适，目前已
康复出院，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据悉，近年来，雁江区人民医院
切实加强泌尿外科市级重点专科建
设，不断向外“取经”，从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西南医院、南方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多地学习相关医
疗先进技术，更好地为辖区内群众
的身体健康提供优质服务。

近年来，一种浑身黢
黑的黑鲫鱼，因肉质
细嫩而在安岳的餐

馆受到顾客热捧。安岳县李
家镇养殖户何有洪的鱼塘就
养殖了这种鱼。除了黑鲫鱼，
这里还养有肉质细嫩的新品
种银鳕鱼。

笔者了解到，黑鲫鱼、银
鳕鱼的经济效益都大大超过
了普通鱼，经过一两年养殖，
每亩塘能为何有洪带来上万
元的纯利润。

□ 周金泉 李小明

乐至县人民医院
开展大型巡回义诊
涵盖全县25个乡镇
持续至12月结束

尊敬的环城首座业主：
您好！
环城首座一期项目已达到交房标准，我们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

买的物业将于 2019年 7月 31日正式开始办理交付手续，为节约您的宝贵
时间，免除您和家人在现场等候的辛苦，保证交房服务质量，我们将按照
楼栋进行分批次交付。

我司工作人员将提前与您进行电话预约具体的办理时间，请您按电
话预约确定的时间到现场办理接房手续，如有不便，敬请谅解！在此，我
们衷心地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鸿腾地产的大力支持、理解，并真诚预祝您：
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办理地点：二环路东二段 319号环城首座营销中心
咨询电话：028-23354666（环城首座销售中心咨询热线）

四川鸿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鸿腾·环城首座交房通知

微创手术现场。

雁江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仁心仁术除病痛 耄耋老人不再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