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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欢呼不断、呐喊起伏，12 月 26 日下
午，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操场上热闹非凡，由资阳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总工会主办的资阳高新区第二届职工趣味运动会在此精
彩上演。

14时许，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奔向飞扬
的彩绳，并跳跃而过......“跳大绳”项目开启了运动会的序幕。 此
次运动会共有18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比赛项目有跳大
绳、齐心协力、履带战车、龙腾虎跃、单脚火车跑、呼啦圈过山车
等。赛事不但考验了运动员的智慧与体力，还展现了高新区干部
职工的团结与奋进。

另一边，丹山镇大佛村的村庄绿化工
程则更亮眼。走进大佛村 2组，通村路两
旁各种景观树夺人眼球，间隔种植的花迎
风摇曳，步道旁不仅有休闲广场，还有供
游客休息的长廊。

“通过林盘整治、生态造林工作，打造
了绿化美化示范村，全村种植有紫薇、三
角梅、桂花和大叶榕等景观树近 1000株，
令人赏心悦目。”丹山镇建环中心工作人
员刘一辉介绍，大佛村通过“经济+旅游”
的模式，将村庄绿化工作与发展旅游业相
结合，创新推出了“荷葵林屋”观赏路线，
吸引游客到大佛村赏荷塘美景、观百亩向

日葵花、看林盘治理实效、游百年石头老
屋，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记者从市创森办了解到，自创建森林
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全市上下高度重视绿
化工作，坚持以科学的理念和发展的眼光
规划村庄绿化的建设规模、标准和特色，
把“城乡一体化”理念始终贯穿于村庄绿
化系统规划之中；坚持产村相融，结合聚
居点和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推进村庄绿化
美化，建成绿化示范村70个。

为统筹城乡绿化，我市紧密结合省
级小城镇、聚居点和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坚持“两化”互动、产村相融，以集镇

主要通道、出入口为重点，因地制宜，适
地适树，充分利用乡土树种，打造中和、
丹山等绿化示范镇（乡）13 个；坚持植树
造林与富民产业相结合、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并重，以林业项目为载体，以园
区示范为引领，打造丹山镇牌坊村等绿
化美化示范村 100 个，建成“绿色庭院”
2210 户；重点培育盛美、农森等林业示
范园 4 个，新建优质特色经果林示范基
地 1.1 万亩，新增核桃、雷竹等扶贫产业
林 1.5 万亩，培育林业综合利用示范户
30 户，建成林业产业基地 11 万亩，积极
推动秀美资阳建设。

本报讯 资阳市首届“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将于 12月 28日
在雁城九曲河广场启动。

据悉，本次“广电惠民服务月”活动主题为“惠民服务进万
家·广电为您解难题”，将重点解决电视用户遥控器“难用”、节目

“难找”等问题。同时推广4K超高清智能终端、融媒体产品、电视
地震预警和平安社区等新业务，满足广大群众追求高清视觉享
受、多元化应用、收看更多电视节目的需要。

届时，现场还将进行广电惠民送电视、送套餐、送服务、抽大
奖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日前，记者从乐至县交通运输局获悉，
为进一步促进乐至红色旅游事业的发展、满足广大游客方便快捷
抵达景区，该县将于2020年1月1日开通乐至城区至陈毅故里公
交专线。

据悉，此条景区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为7:00—19:00，每40分钟
发一班，票价为3元。乐至城区最早一班发车时间为7:00，最晚一
班发车时间为18:20；陈毅故里景区最早一班发车时间为7:00，最
晚一班发车时间为19:00。

乐至县汽车运输六十队车站为始发站点，途经川鄂中路、金
穗路、川鄂西路、天池大道、陈毅故居旅游大道，终点为陈毅故里
旅游景区停车场。线路编号为101路。

本报讯（记者 郭菁）12月26日，市社会福利院里回荡着悠扬
的歌声，百余名老人一起拍手打着节拍，这是市文联主办的“文
艺惠民，暖冬行动”活动中的一幕。此次活动以“我的中国梦”为
主题，开展文艺轻骑兵专场义演，为老人们送上了节日的祝福。

活动现场，文艺轻骑兵们将深情的歌儿唱起来，把欢乐的舞
蹈跳起来。《福门开，好运来》《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等节
目美轮美奂精彩纷呈，老人们一边吃瓜果一边看节目，还不时拍
起巴掌，大家都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

活动中，文艺轻骑兵还送来一台破壁榨汁机，让老人们在冬
天里也可以喝上热腾腾的鲜榨豆浆。

89岁的魏华国告诉记者：“元旦要到了，看了表演，我们十分
高兴，感觉都变年轻了。”

全力推进新农村森林工程
建设秀美资阳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绿化委员
会获悉 ，四川拟命名眉山市、内江
市、资阳市、雅安市为“四川省森林
城市”，相关工作已进入公示阶段，
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市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工作。

据悉，自2016年7月启动创建省
级森林城市工作以来，全市上下牢
固树立”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
抱森林”的创建理念，准确把握“现
代怡然丘区森林城市”的主体定位，
凝心聚力推进城市森林、城市森林
屏障、新农村森林、骨干通道森林、
主要水系森林、森林文化等“六大工
程”建设，经过三年时间，资阳城乡
绿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雁江区
中和镇、丹山镇，了解我市新农村森
林工程建设情况。

走进中和镇明月村，平整宽阔的乡村
公路两旁，乔灌木栽种密集，绿意盎然，为
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在明月村的精品果
园、欧氏家庭农场内，近1000亩柑橘硕果累
累，每年经济效益能达到约600万元。

据了解，明月村为做好新农村森林工
程建设，不仅实施了村庄绿化工作，还在此
基础上，通过“生态+经济”相结合的模式，
流转出近 1000亩土地种植柑橘类果树，同
时，利用“老百姓土地入股+扶贫资金入驻
运作”的方式，开办了一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专合社，种植柑橘约 500亩，实现了果树造
林，并为村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生态+经济
植树造林与富民产业结合

上啥项目群众说了算

“现在开车经过这个地方，放心、舒心
了不少。”12 月 13 日，在雁江区清水镇飞
清路与马清路交汇的Y字型路口，村民张
和告诉记者，这个路口存在 5个盲区弯道，
之前开车经过时最多只能开到 20 码。如
今，装上了 5个凸面镜，对面来车情况能看
得一清二楚，自己能够及时反应，增加了
安全系数。

“这条路在安镜子之前，特别危险，因
为有的人骑摩托车比较快，加上弯道急，在
这些路口经常出问题。现在安了镜子后，
大家在弯道就能看到对面有没得车。”村
民张和说。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指，
政府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基础
上提出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经人民代表
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确定正式项目，由
政府组织实施，并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
群众监督。

2018 年 10 月，雁江区启动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试点工作。清水镇
成为该区唯一试点乡镇，形成了民生实
事项目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评
的机制。

在此过程中，清水镇人大代表共收集
各类意见建议 30条。其中，群众对道路设
施安全、人居环境改善等意见较多。经清
水镇人大主席团讨论，建议将农民健身、重
点道路设施安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和农村公路明亮四项工程纳入镇人代会代
表票决议程，并报镇党委研究、讨论、通过，
交由政府实施。

截止目前，该镇共安装 83 个凸面镜，
覆盖该镇三条主干道；共安装 178 盏太阳
能路灯在镇村人员集中处和道路急弯处；
为全镇 27个村均发放一套音响设施；共安
装 10 台灭蝇灯在场镇各垃圾池旁和污水
处理厂。

代表履职督查确保项目不走样

“光是我们清水村八组，就安装了 6个
路灯，晚上也亮堂堂的。”村民宋明长告诉
记者，现在村上装上路灯，晚上出来耍的人
更多了，早上娃娃上学时家长也不用因光
亮不够担心孩子安全了。

为确保民生实事项目的有效实施，清
水镇人大主席团组织人大代表及群众有序
开展项目实施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
进度。

12 月 17 日，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杨伏
香跟着施工队一起，跑了五、六个太阳能路
灯施工现场。“这四个项目是群众反映最强
烈、呼声最高的项目，作为一名人大代表，
我全程跟踪监督项目，确保项目尽快安装
好，方便群众出行，给所有人带来便利。”杨
伏香说。

据清水镇人大主席团主席姚金华介
绍，下一步，该镇人大主席团将组织人大代
表和项目实施区域群众，对每个项目进行
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纳入年度工作考
核。对于不满意率高于 30%的项目，将督
促政府切实整改。

12月25日，市妇
联开展“暖冬行·爱
传递”关爱困境儿童
志愿服务活动，为雁
江区祥符镇天鹅山
村、白头村的20名农
民工子女送去温暖
和祝福。同时，志愿
者还为孩子们送去
亲手编织的爱心毛
衣和书包。
本报记者徐嘉欣 摄

生态+旅游 农旅融合打造绿化示范村

清水镇民生实事项目由民做主

本报讯（詹锋 记者 卢凌嘉）12月26日，由市老科学技术工作
者协会举办的《生生不息资阳人》赠阅仪式在雁江举行。赠阅仪
式上，市老科协向雁江区赠书700册。

据了解，《生生不息资阳人》由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编辑
出版，整书分为十三个篇章，从“‘资历’纪行”到“‘资志’高远”，讲
述了一群勤劳勇敢的“巴蜀新人”，在蜀人原乡聚居、劳作、生息繁
衍的美好历程。该书反映了资阳的发展变化，内容全面、特色突
出、文化味浓、可读性强，《生生不息资阳人》宣传了我市各地的方
方面面，也为资阳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解决看电视的“烦心事儿”
资阳首届“广电惠民服务月”即将启动

比智慧拼体力展奋进

资阳高新区举行趣味运动会

明年1月1日

乐至城区至陈毅故里
景区专线公交开通

唱起歌儿跳起舞

市文联将祝福送进市社会福利院

《生生不息资阳人》赠阅仪式
在雁江举行

□ 本报记者 李梅

“九曲十八弯”是雁江区清水
镇主干道的真实写照。人们驾车
经过盲区弯道时不得不压低车
速，小心翼翼行驶。而近日，大家
发现，在清水镇主干道盲区弯道
处，均安装上了凸面镜，宛若一个
个“安全卫士”坚守道路两旁。

不仅是凸面镜，还有随处可
见的太阳能路灯，垃圾池旁新立
起的灭蝇灯，每个村新配备的多
功能卡拉OK视频音箱。今年来，
因为该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的实施，村民的生活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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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风险提示

绿化工程让大佛村面貌焕然一新。

绳舞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