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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为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力度，加快
补齐普惠性幼儿园短板，9月15日至16日，市政协组织开展了专
题调研和民主评议，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协商意见和建
议。市政协副主席孙军带队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雁江镇中心幼儿园、雁江区好梦幼儿园、
雁江区第三幼儿园北门分园、雁江区沱东印象幼儿园、水润东都
小区配套幼儿园、圣桦名城小区配套幼儿园，对幼儿园发展现状、
新建小区幼儿园配套、老旧小区幼儿园增建、幼儿园师资配备、财
政投入保障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在调研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针对小区配套幼儿园不足、学位
不足、普惠性不足、公办幼儿园大班额、公办幼儿园无校车、幼儿
园教育教学质量等情况进行了协商评议。孙军指出，要加强规划
引领，着力解决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移交使用、教师编制和财政
投入保障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公办民办幼儿园协调发展，提升学
前教育优质普惠水平。

市政协调研评议公办和普惠性幼儿园

□ 本报记者 蒲敏王麒麟

在 8 月底，雁江“青皮蜜柑”出现在了
雁城各处的水果摊上，路过的市民常常带
着一腔唾液，一边询问酸不酸，一边接过摊
主刚掰开的果子尝尝。 这小小的试吃环
节，总能够成就无数桩生意，雁江蜜柑清冽
爽甜细腻的口感便和这青绿色一起，成了
今年一道“甜蜜风景”。

四季吃柑橘
“特早”当上排头兵

因为雁江盛产的“特早”比云南蜜橘早
半个月上市，所以也被市场称为“雁江特
早”。这种看上去全青皮的果子，皮薄个
大、水分充足、肉质细腻。

作为柑橘上市的“排头兵”，“特早”在
经过近十年的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后，已
经在丰裕镇形成了规模化的早熟蜜柑生产
基地。

在丰收的柑橘林中，记者看到柑橘
树上四处都挂有黄色的蚊虫粘板。见记
者好奇，正在地里采摘果子的果农李清
成说：“这个是果叶蛾虫粘板。施肥用有
机肥，除草就用割草机，尽量减少农药残
留，让果树根系发达，土壤松弛，果子口
感更好、价格更高。”

雁江柑橘协会会长杨勇介绍，近年来，
通过品种改良和技术指导，绝大部分果农
在大业主的影响下养成了“科学种植”的意
识，让雁江蜜柑的质量得到了稳步提升，市
场认可度和美誉度不断加强。全区形成了
拥有 50 余个品种，成熟期跨越四季，销路
畅达全国的柑橘产业发展良好态势。

从每年 8 月底的青皮“特早”上市，到

次年 7月的“晚红”血橙收官，2020年的雁
江开启了新一轮“蜜柑”畅销之路。

卡车开进村
助采助销“一条龙”

河南经销商张凤云已经连续六年到雁
江采购蜜柑了。

特早、普早、春见、爱媛……随着雁江
蜜柑品种的不断增多，供货时间不断拉长，
她购货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

“这几天，每天都要外发柑橘一两车。
按照这个进度，今年有望外销雁江柑橘 60
车以上、两百万斤左右。”张凤云如数家珍
地说，“我们经销商到雁江之后，想要什么
货源都能找到。下地的时候，还有专业的
剪果队、装箱队，组织都非常有序，效率也
很高，都是‘一条龙’服务。雁江区新农村
建设变化很大，尤其是道路越修越好。这
几年，我们都能把大卡车开到很远的村去
装货了。”

这个时节的丰裕镇，每天要接待上百
位跟张凤云一样的经销商。百余辆大卡车
忙碌地往返于村道之间，他们空车来、满载
去，把“雁江蜜柑”的好滋味、好品牌带到全
国各地。

一亩一万元
雁江果农笑开颜

丰裕镇桂花村位于“雁江特早”产区的
边缘地带，过去这里坡高山陡，路面泥泞。
大卡车开不进村的年月，常常出现果子烂
在地里的情况。

“原来路烂了车都进来不到。现在
路通了，就方便了。”果农李长江中午要
在自家办上几桌饭，招待远道而来的经

销商和在地里剪果子、在村口过秤装箱
的服务队。

李长江说，在“特早”大量上市的时
节，请服务队帮忙，是按“斤”计费的。“一
角三一斤，勤快人每天能从果园里挣到一
百多元。”

他高兴地说，自己现在种柑橘挣的是
“不操心”的钱。从挑选树苗到施肥、修枝、
驱虫；从联系经销商到下地剪果，装箱上

车，全程有人指导，有专业队伍帮忙。一亩
地，轻松实现一万元左右的产出。

据了解，目前桂花村共种植了 1200亩
特早熟蜜柑，全村仅靠这一个品类就能实
现 1200万元左右的销售额。

2020年的“特早”，成为雁江蜜柑大丰
收的排头兵，拉开了全年蜜柑丰产丰收的
序幕，进一步坚定了雁江果农依靠柑橘实
现致富的梦想。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近日，记者从
资阳市雁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雁江区中和工业园电子产业孵化园
项目有序推进，标准厂房正在进行主体
施工，主体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成。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厂房主体结
构刚浇筑了混凝土，工人正在进行施工
测量，整个建设工作推进顺利。

“今年 3月立项后，5月就正式启动
建设，现在正在进行主体工程施工。计
划年底完成主体施工，随后启动总坪和
装饰装修工作，大概明年 3月就能交付
使用。”资阳市雁江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李炳超介绍，雁江区中
和工业园电子产业孵化园标准厂房项
目占地总面积约 90亩，分两期建设，总
投资约 2.5 亿元。其中，一期投资 1 亿
元，占地 35 亩，建筑面积约 3.7 万平方
米，计划建设两栋标准厂房及办公楼、
食堂、宿舍、设备房等。

据了解，作为我市重点项目之一，
中和工业园电子产业孵化园主要功能
定位为临空产业配套，待标准厂房建设
完成后可更好地招引电子、物流等配套
产业企业。

蜜柑熟了
果农笑了

中和工业园电子产业孵化园标准厂房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 9月15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召开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全市自然资源系统作
风教育整顿活动动员大会，全市自然资源
系统干部职工500余人参加。

会议要求，市自然资源系统的干部
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作

风教育整顿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
要性，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主
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进一步
转作风、树新风、扬清风。要牢牢把握
主题教育总要求，深入剖析自然资源系
统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紧紧围绕
实施方案的总体目标和具体要求，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抓细抓实整改落
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
动自然资源事业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
面，为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加快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
城市，绘就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崭新
画卷贡献自然资源力量。

（上接01版）
在推进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方面，方

案提出，到2022年，打造一批国际领先、国
内一流的数字化生猪养殖示范场，标准化
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50%以上；在支持中小
养殖户恢复生猪生产方面，四川将探索建

设国有控股或参股的种猪、仔猪繁育场，
为中小养殖户提供平价仔猪，引导和支持
中小养殖户尽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愿
养皆养、能养尽养”；在实施川猪种业提升
行动上，到 2022年，计划特色风味猪年出
栏量达到 1000万头，建成国家级、省级生

猪核心育种场 20 家，新建区域性种公猪
站40个，改扩建生猪扩繁场（基地）60个。

此外，四川还将打造一批“川字号”特
色生猪品种品牌，建立较为完善的生猪肉
品冷链物流体系，加强提升各市、县、乡动
物疫病防控能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开展作风教育整顿

本报讯（吴巧 吴双桂）今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帮扶实际成
效，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岳县紧紧围绕帮扶力量工作履
职情况，坚持刀口向内开展全覆盖、全方位“自查体检”，不断强化
帮扶软件资料归档工作，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一对一“把脉”，细化指标查“症结”。采取“片区联络+逐村
指导”的模式，将帮扶工作细化为3个方面40项指标，县协调办组
建4个帮扶资料专项审查组，对184个帮扶单位、46个乡镇（街道）
及所辖贫困村“五个一”、1个非贫困村“三个一”帮扶工作有关资
料逐一审查，其余非贫困村“三个一”帮扶工作相关资料由乡镇

（街道）负责逐一审查，精准查出“症结”，补齐资料归档短板。
面对面“问诊”，综合分析明“病因”。通过资料集中审核、业

务现场讲解、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对联系领导到村指导调研、帮扶
单位组织干部职工入户走访、乡镇日常管理保障、驻村工作队“钉
钉”打卡、农技员开展农技培训等重点工作进行逐项审查，将“诊
断”出的问题按照帮扶主体逐一梳理分类，形成详细问题清单，综
合分析各村的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把 162个贫困村划分为A、
B、C、D四个等级，精准确定“病因”，务实推进工作。

实打实“开方”，精准发力除“病灶”。通过现场反馈、逐项交
办等方式，将问题清单逐一反馈给各帮扶主体，督促限期整改，并
纳入日常督查暗访重要内容，确保问题逐项整改清零，坚持帮扶
单位、乡镇（街道）目标考核及单位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评先晋
级“捆绑”考核，对问题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一律从严从快严肃
追究责任，以追责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安岳

“全面体检”补短板“对症下药”强帮扶

12315
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Ziyang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截至9月15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例（治愈
出院4例），无疑似病例。尚在医学观察
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者0人，已解
除医学观察的本地报告病例密切接触
者454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
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
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区）公卫人员
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举报电话：
资阳市：110、028-26559336
雁江区：028-26925829
高新区：028-26095130
安岳县：028-24536821
乐至县：028-23322146
邮寄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366号（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核
查中心）。

邮政编码：641300
电子邮箱：zysshb@tom.com

资阳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权 威 发 布

本报讯（朱国强）9月 16日，安岳县普
州文化广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在第二
届世界柠檬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到来之际，

“比心世柠会·当好东道主”市民热身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暨柠檬嘉年华在此举行。

现场，来自社会各界的近千名群众代

表与干部职工代表共同参与了“飞奔的柠
檬”“与柠檬有一个约会”“柠檬微笑 pas⁃
ta”、视频拍摄、柠檬种植储藏及功效知识
问答、群众文艺表演、深化省级文明城市
创建宣传等活动。

据了解，该系列活动旨在为即将召开

的第二届世界柠檬产业发展大会聚人气、
鼓干劲、壮声威，营造浓厚的大会氛围，提
升市民参与度，增强市民东道主意识。活
动将持续至 9月 22日，柠檬美食征选、柠
檬创意画比赛、柠檬知识问答、文明创建、
市民代言等多项子活动将陆续举行。

安岳启动“比心世柠会、当好东道主”市民热身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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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计划2022年生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900亿元以上

蜜柑装箱。

1、围绕主题采集素材不会跑题呀

2、画质清晰我会更稀罕滴

3、适当配上语音和文字效果会更佳哦

4、亲，别忘了我们要不带LOGO的视频

5、别忘了多学习观看“学习强国”平台视频

本报讯（记者 蒲敏）9月 16日，资阳市服务业投资推介会暨
服务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雁江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
文峤出席并致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维宁、市政协副主席俞
文祥出席，副市长周月霞对全市服务业作投资推介。

此次推介会向现场客商嘉宾重点推介了花溪河生态旅游度
假区、汽车商贸城、劳动文旅特色小镇、中国牙谷口腔医院、国际
主题乐园五个项目，共促成25个服务业项目成功签约，投资总额
达到了374.2亿元，涉及现代物流、现代商贸、文化旅游、健康医养
等项目。雁江乐蜀生态产业园、重庆薪太软（安岳）数字经济产业
园等12个项目在现场成功签约，投资总额达到了113.9亿元。

会议指出，近年来，资阳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转
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精准对接服务供给和需求，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成资同城化发展和成都“东进”重大历史机遇，
全市服务业呈现增长更稳、结构更优、效益更好、更趋协调、更可
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下一步，资阳会继续搭建开放合作的
平台，为广大企业家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更多企业家携手推
动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促成25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374.2亿

资阳市服务业投资推介会成果丰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