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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记者 黄智微

近年来，乐至县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创新开展

“123”（打造“一支队伍”，抓实“两个党
建+”，落实“三项机制”）工作法，进一
步推动党建工作落实落地，在项目招
投标和政府采购等交易活动方面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效促
进了公共资源“阳光交易”。今年 7月，
中心机关党支部被授予“全市先进党
组织”称号。

打造“一支队伍”，营造“阳光交
易”环境。为倾力打造风清气正交易
队伍，乐至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提出党建引领、廉政约束、目标管理、
文化提升四大举措。中心机关党支部
书记唐军华告诉记者，在党建引领方
面，中心制作《党建基础知识口袋读
本》，组织各类学习 50 余次，规范开展
组织生活及主题党日活动。在廉政约
束方面，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 6 份，全
覆盖签订《个人廉政承诺》；及时调整
岗位设置，做到“人岗相宜”。在目标
管理方面，科学完善《目标绩效管理办
法》，建立系统制度约束机制。同时，
全面提升队伍素质、业务工作、法制建
设、社会满意度等机关工作“大文化”，
营造“阳光交易”环境。

抓实“两个党建+”，积极开展志
愿活动。记者了解到，中心推行“党
建+业务工作”“党建+结对共联”，将

党的建设全面融入政府采购、开评标
等业务工作及“放管服”改革，及时对
工程招标、场地预约及档案管理等重
点业务工作进行规范；将党的建设全
面融入脱贫攻坚、社区“双报到”志愿
服务等结对共联工作。助力春耕、在
腊八节请近百名老人吃坝坝宴、到包
联社区打扫卫生......中心机关党支部
虽然只有 10 名党员，但全员都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队，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今年已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近 100
场，助推乐至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落实“三项机制”，夯实项目服务
保障。中心推行提前研判制、政策沟
通制、专人负责制，确保项目落地落
实。“首先由党组牵头，对照全县年度
重点项目清单，组织专班对重点项目
交易活动进行提前研判。”唐军华说，
我们还通过在官网公布、向各方交易
主体发放温馨提示、开通微信公众号
等形式，为各方交易主体提供政策咨
询，保障各个交易环节合法合规。同
时，以党员干部为先锋，落实专人负
责，对重点项目进行全程跟进，确保高
效高质完成项目招标。

小橘苗长成大产业
——雁江成为国家区域性柑橘苗木良种繁育基地

□ 本报记者 唐文瑞

8月早晨的一场雨，让雁
江区迎接镇焦白村的柑
橘苗圃基地显得更加生

机勃勃。正在苗圃里为春见苗修
枝的村民韩淑琴满脸骄傲地说：
“一年四季都有全国各地的人来
买苗子，我们这里培育的柑橘苗
很受欢迎。”

近年来，雁江区不断延长柑
橘产业链，重点培育、支持柑橘苗
木产业，全区柑橘苗木年均生产
量达到8700万株以上，占西南
地区柑橘苗的70%左右。最近,
雁江区已被认定为国家区域性柑
橘苗木良种繁育基地。

完善基础设施
助力规模化发展

雁江蜜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
区种植面积达 23 万亩，是该区主导产
业之一。

雁江西南，沿成渝公路蜿蜒而行，
沿线的碑记镇、丰裕镇、迎接镇等 10个
镇乡都是柑橘的传统种植区域，交通便
利、富含有机质和各类矿物质的土壤、
17.3℃的年均气温，为柑橘苗木生长提
供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今，正茁壮成长
的大片柑橘苗木不但成为亮丽的风景，
更是群众增收致富的“宝贝”。

“我们的苗圃基地就在公路旁，外
面客人搬上苗子就走了，方便得很。”雁
江区川桔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基地技术
员何浩东说。柑橘苗木产业的发展，得
益于政策支持和技术改良，更得益于不
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雁江通过硬化
镇、村、组道路，配备专业化排涝灌溉体
系、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为柑橘苗木规
模化、专业化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雁江打造了 2200 余亩柑橘
苗木天然集散基地，已经成为西南地区
柑橘苗木主产区。”雁江区种子管理站
站长徐华东说。

育强龙头企业
抱团集约发展

临江镇昆仑村的雁江华农农业有

限责任公司是近年在政府支持下，柑橘
苗木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之一。公司
负责人胡华龙三代人都从事柑橘苗木
培育，苗圃基地近 220亩，容器苗达 580
万株。

“容器苗的土壤是我们特制的土
壤，营养高，它带有土团，在移植过程中
可保护其根系完整，不伤根，栽植成活
率可达到 99％甚至 100％。”胡华龙自
豪地说。

为了提高育苗户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雁江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和专合
组 织 发 展 育 苗 产 业 ，培 育 育 苗 专 合
社、家庭农场等 112 家，引进聚源化等
优质农业企业 7 家，避免了“单打独
斗”，有效提升了产业发展的集约化
效应。

加强科学管理
做好技术保障

苗木长得好，管理少不了。“从选
种、育苗、嫁接品种到销售，一个环节都
松懈不得。”何浩东说，“我们特别注重
检疫性病虫害防治工作，外地顾客来买
苗，也要给他们消毒。”

雁江在 10 个镇乡设置了 30 个柑
橘病虫害监测点，对柑橘黄龙病、溃
疡病等开展集中、拉网式动态监测。

“我们对调运苗木、种子等进行逐户
逐地现场检疫，并按国家检疫标准的
规定出具检疫合格证，严格推行精选
育 苗 地 、严 控 病 虫 害 等 五 项 种 植 标
准，保证雁江柑橘苗木的品质。”徐华
东说。

为壮大柑橘苗木产业，抵抗种植风
险和市场风险，雁江还针对病虫害、价
格波动等问题，进行 30%—50%的保险
补贴以及 50%的保费补贴。此外，为了
支持更多的能人大户发展柑橘苗木产
业，每年拨付 300万资金对优秀经营主
体进行等级制奖励，支持经营主体扩大
规模、提高产业水平。

如今，作为长江中上游最大的早
熟蜜柑生产基地，雁江区借势推进柑
橘种苗的繁育和新品种引进，不断在
种植模式和果树品种上下功夫，培育
出不知火、春见、清见、砂糖橘等 10 余
个畅销品种，年产值超过 5 亿元，成为
西南地区最大的柑橘种苗繁育基地，
为我省和周边省市柑橘产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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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苗圃。

“我们这个表演的特殊之处就是高
台上的技巧展示，一般的舞狮表演很难
像我们这样做到两个人过四个桌脚。”
刘正泽这边介绍着，另一边蒋安慧和李
海龙同时站上四个桌脚上展示起了高
台技巧，两人紧扣对方手腕，始终保持
着平衡走过每个桌脚，换脚动作灵活迅
速。刘正泽介绍得轻描淡写，但表演看
起来却足够惊险刺激。

在表演中不仅要有惊险的动作技巧，
还要掌握传达情绪的技巧。刘正泽和蒋
安慧分别扮演狮头、狮尾展示了一段地
舞，通过狮头狮尾的摆动和眨眼，将狮子

的喜乐、威猛等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狮头小的几斤，重的二十斤，

这需要非比寻常的体力支撑。一番展
示下来，刘正泽气喘吁吁，衣衫被汗水
浸湿。“不服老不行了！将来还是靠这
群后辈。”刘正泽说，他这一代就只有他
和师弟刘正勇在坚持，这几年虽然还能
上台，但是以后重点还是培养徒弟，让
他们成为合格的传承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站上舞
狮表演台之前，各种体能、技能训练一
定是家常便饭。“不辛苦是学不好这个
行当的。”刘正泽对徒弟们十分严苛，每

个徒弟入行后都练就了十八般武艺，鲤
鱼打挺、倒立行走、单手连翻筋斗这些
技能都是基本功。

“练了这么久，现在就会倒立和翻
筋斗。”16岁的李海龙从七八岁就开始
学习武台演战高狮，第一次学习的就是

倒立，开始只能坚持几分钟，慢慢地，现
在能坚持十多分钟了。随着年龄增长，
高台舞狮在他心中渐渐占据了特殊的
地位，“以前只是觉得好耍，现在我想好
好把师傅的技能学到家，把这项传统艺
术传承下去。”

探访安岳武台演战高狮——

民间绝技代代相传百余年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7月16日，四川省文旅厅公布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体验基地名单，安岳武台演战高狮体验基地榜上有名。此前，安岳
武台演战高狮先后被列为安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阳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日前，记者前往安岳县拱桥乡向水村，探访武台演战高狮的
独特魅力。

安岳武台演战高狮起源于拱桥乡
刘家老祖，一百多年前，刘家老祖精通
接骨推拿等中医技术，又酷爱武术，后
吸取他人的舞狮技术，将武术与舞狮
结合，开创了高台狮武。高台狮武一
代代传承，今年 57 岁的刘正泽已是第
六代传人，他正式将高台舞狮更名为

“武台演战高狮”，并推动武台演战高
狮获得了一项项非遗荣誉。

武台演战高狮是一种融武术、杂
技、音乐舞蹈为一体的民间传统艺术，
主要表演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地
舞，在地面上展现的狮舞和技能；另一
类就是高台表演，“溜童”“开莲花”“闭
莲花”“观音捧掌”等动作就是高台上
展示的惊险绝技。两类可单独表演也

可一起表演，具体由表演的场合来决
定表演风格和形式，一台表演大概持
续一个半小时。

两张四方桌桌面相对重叠，四个桌
腿朝天，一个简易的表演高台便搭好
了。刘正泽和妻子蒋安慧、侄子李海龙
现场展示了他们的独门高台绝技“开莲
花”，三人腹部顶在桌脚上，面朝桌子中
央，双手撑在桌沿，同时倒立双腿朝天，
膝盖微微弯曲，就像莲花开放。

“每次表演，这个动作都会赢得全
场鼓掌。”刘正泽告诉记者，完整的“开
莲花”需要五个人来完成，四个人分别
占一个桌腿并倒立，用头部力量将中
间倒立的表演者顶起来，五个人的腿
同时朝天形成莲花开放的造型。

后继有人 舞狮绝技代代传承

惊险奇绝 独创绝技惊艳全场

（上接一版）

【记者手记】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
一次院，一年活白干。”

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农民怕生
病、病不起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牵挂。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亲切关怀下，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670
万户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数量增加
到25种。

摸清因病致贫人口的“底子”，开
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方子”，未来
两年内，我国将精准补齐医疗保障政
策短板，让更多“王三女们”走出因病
致贫返贫之困。

【故事三】
守好百姓用药安全底线

“安全、可靠、放心”——4年前，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
吉股份有限公司,对药品生产提出这样
的要求。

“4 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已
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座右铭，时刻
不忘。”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尤海涛说。

时值三伏天，尤海涛也穿戴一身
整齐的工装。

担任主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后，尤
海涛更加明白一粒小药片背后的民生
关切：“小小一粒药，是一个企业对药

品安全、有效、创新的责任，它承载的
是人命关天，也决定着企业生死。”

“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每
家制药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社会责
任，使每一种药、每一粒药都安全、可
靠、放心。”站在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时到过的车间里，尤海涛一字不差
复述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他 告 诉 记 者 ，将 这 些 话 烂 熟 于
心，不仅因为这是总书记交办的“任
务”，更要时刻警醒自己，一粒小药
片，关系着群众生命安全，容不得丝
毫马虎。

从动物脏器全程冷链运输、实时
记录温度，到设计并建设了国内先进
水平冻干粉针生产车间、全自动侦检
机实现产品真空密封性逐瓶检查，再
到每条无菌生产线每半年进行一次培
养基模拟灌装试验……

“牢牢把好药品质量关。”尤海涛
说，“想要企业发展永远在路上，药品
质量安全就得永远在路上。”

【记者手记】

药品安全，人命关天。
新药好药的便捷可及，更是千万

患者的迫切希望。
抗癌药零关税、加快新药审批、建

立全程追溯制度……近年来，国家有
关部门打出组合拳，致力于把“安全、
可靠、放心”写入药品生产销售使用全
流程。随着政策红利逐步释放，更多
患者将用上放心药、廉价药。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为资阳市属国有独资公司法人，实行
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
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加快公司市
场化转型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号）等文件精神及相关管
理要求，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

特此公告。
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8月13日

资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不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的公告

全民健康，迈进美好生活

舞狮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