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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志禄）10月12日，我市召开全市国有
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璞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
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切实发挥好国有企业党组织把方向、管
大局、促落实的作用，抓好各项制度、各项要求的执行落实，把党
的全面领导贯穿治企兴企各方面。要认真落实国有企业“二十
字”好干部标准，坚持事业为上选贤任能，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选人
用人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持续加强干部培养锤炼管理，锻造一
支高素质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队伍。要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发展
战略，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强化人才精准供给，不断优化
人才发展环境，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无缝衔接，加
快形成以产聚才、以产兴才、产才相融的生动局面。要围绕“五个
基本”抓实基层组织建设，深入推进“两个覆盖”，坚决纠正“两张
皮”现象，确保一切抓到基层、一切落实到支部，推动国企基层党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本报讯（实习生 兰争朝元 全媒体记者 贺紫涵）10月 12日，
由共青团资阳市委、市少工委主办的“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资阳
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2周年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雁江八
小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华彬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雷明、市政协副主席张光禄出席活动。

刘华彬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关心支持少年儿童健
康成长和少先队工作。市少工委和全市各级少先队组织紧紧围
绕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
举措，部分单项工作综合评价位于全省前列，涌现出一大批国、省

“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和“优秀少先队集体”。希
望广大少先队员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队员，努力
成长为有品德、有知识、有作为的中国新一代建设者；全市少先队
组织和广大辅导员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和少先
队提出的期望和要求，做少年儿童的引路人、知心人、贴心人；全
市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委托共青团领导少先队”的政
治使命，聚焦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主责主业，着力构建党团队
一体化红色基因传承链条，提升少先队工作实践化社会化网络化
水平，推进少先队改革向纵深发展，努力开创新时代资阳少先队
工作新局面。

活动中，为全市 6所省、市生命教育计划试点学校进行了授
牌，举行了书画、空灵鼓、象棋等学生社团展示展演。

□ 全媒体记者 贺紫涵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农旅融合发展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依托农
业、旅游资源，引入优质项目，发掘新兴增
长点，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
旅游，全力推进晏家坝、高洞村、卧佛村、仁
里村和羊叉河 5 个农旅融合示范项目建
设，让乡村产业发展焕发新活力。

农旅融合
羊叉河田园变公园

典雅古朴的廊亭坐落于青山绿丛之
间，五彩斑斓的花朵点缀于人行步道两旁，
弯弯的小河，潺潺的流水，静坐听鸟语，闲
步观花黄，风来草木香……这些，是蜕变中
的百花村崭新的模样。

百花村位于乐至县劳动镇，是羊叉河
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上的一个节点村。
2019年，乐至县依托陈毅故里景区，以羊叉
河为纽带，覆盖劳动镇崇古、百花、旧居、庙
山4个村，规划建设“一轴一带四区”6大功
能区，以“元帅故里+诗书田园+未来小镇”
为核心业态，打造红色农旅创意功能园
区。而百花村，则成了这张“蓝图”上最先
动工的地方。

据悉，羊叉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

目主要包含陈毅国学院和陈毅诗词创作体
验馆、河畔乡居、水井湾大食堂等四个重点
子项目，将依托薛苞古镇，通过 VR 技术、
互动装置等手段，建设中国最“小”古镇、最

“炫”古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
验。同时延续陈毅故里文化，以历史文化
为核心打造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体验
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
打造原生态度假区和极具当代乡土韵味的
饮食空间，让游客到此既可品尝到各种乐
至美食，还可购买当地特色农产品，促进农
民增收。

目前，羊叉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
目已完成 1 公里的示范段建设，建成农业
生态公园、花海栈桥、亲水田园、川中农耕
文化展览馆、百花河畔、林涧小院。整个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乐至贯彻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大力发展农旅融合产业的实践典范。

打造农耕民俗文化馆
留住乡愁留住客

乡村要振兴，既要乡村美，还要留得住
客。依托陈毅故里红色旅游景区，近年来，
乐至还打起了“乡愁”的算盘。

怎样在新发展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平
衡？如何保留当地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
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依托原有国家良种场
劳动农场院，乐至县第一家川中农耕文化
展览馆应运而生。

来到展览馆前院，石砖铺路、茅草盖
顶、古木房梁，站在门口，就能寻找到记忆
中农村民居的模样。走进“精耕细作”馆，

麻绳提手的陶瓷酒坛、棕毛编织的蓑衣、竹
编的箩筐、锈迹斑斑的煤油灯、热水瓶，还
有八十年代的“三转一响”以及那一张张充
满年代感的老照片，每一个物件，都是物资
匮乏年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更是
老一辈人留下的精神瑰宝。

“我们建设四川乐至川中农耕文化展
览馆，一是为了收集、研究、保护川中农耕文
化资源，展示和传播优秀的川中农耕文化；
二是要在青少年一代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
导他们崇尚劳动、尊重劳动，从而帮助他们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热爱劳动的优良品
质。”乐至县良种场场长文国勇介绍道。

据介绍，整个川中农耕文化展览馆占
地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展厅面积 700平方
米，由精耕细作馆、特色养殖馆、桑都印象
馆、五谷丰登馆、田园牧歌馆、乡村振兴馆
六个展馆及户外休闲区组成。馆内现有藏
品 100 余件，收藏了大量能体现当地民风
民俗的农耕民俗文物，以此反映乐至人民
以前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建成后，将
是一个集博物展览、科普教育、科学研究、
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场。

“现在我们的展馆基本建成，布展也基
本完成，还在进一步完善中，预计今年年底
可以正式接纳游客参观。”文国勇如是说。

构建农旅融合新格局
展开乡村振兴新画卷

2019年以来，全市抢抓成资同城化发
展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机遇，
围绕资阳发展定位，明确了以农旅融合示

范点建设为载体，打造资阳乡村产业振兴
的典范。确定了晏家坝、高洞村、卧佛村、
羊叉河、仁里村5个核心示范项目，同时推
进秀美天府花溪、田园宝峰、五彩林乡、空
港乡旅等农旅融合示范片建设，推动水龙
灵、蟠龙湖等“多点”发展，初步构建起了

“五核四片多点”农旅融合发展布局。
目前，5 个核心示范项目中，晏家坝、

高洞村农旅融合示范项目已成功开园营
业，成为了资阳周边集亲子休闲、采摘体
验、特色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热门景点，
高峰期日均接待游客 30000余人，餐饮、超
市、民宿等自营项目日均收入达 10 万余
元。高洞村橘乐田园成功获评国家 3A级
旅游景区，入选四川省研学旅行实践基地。

据市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全市还将结合资阳大足文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沱江美丽乡
村和巴蜀美丽乡村2条示范带，推动首批5
个农旅融合示范项目提质增效，加快推动
新一批农旅融合景点建设，构建“2+5+N”
农旅融合发展新格局，打造美丽乡村旅游
目的地。

“目前，丹山大佛村、东山观音湖、高新
骝马村农旅融合示范项目已经启动了首批
项目建设，现在正全力推动晏家坝乡村公
园、高洞橘乐田园创建 4A级景区。同时，
还将依托农业资源、田园风光等自然资源
优势，培育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森林
康养等‘农业+’新兴产业，引导农村参与
农旅融合发展，让更多农民吃上‘旅游饭’，
实现农旅融合致富梦。”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科室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魏爱娟 朱国强）近年来，为进一步抓实农民工定向
回引和培育工作，安岳县紧紧围绕“引得回、用得上、干得好、留得
住”的总体目标，抓住关键环节，健全工作链条，精准回引、培养使
用、强化保障，为推动乡村振兴凝聚磅礴力量。

优先发展为共产党员。依托优秀农民工信息管理平台，为农
民工建立个人档案，做到流向、从业情况、政治面貌、返乡创业意
向、入党意愿、担任村干部愿望“六个”清楚，跟踪发展历程，实施
动态管理；实施青年农民工党员发展专项计划，将有能力、有技
术、有思路的返乡创业青年纳入党员发展视野，建立返乡创业农
民工入党结对培养机制，以县、乡（镇）、村三级党组织为纽带，以
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桥梁，加强引导教育，及时将优秀农民工吸收
入党。今年以来，已将206名优秀农民工纳入党组织。

优先储备为后备力量。建立乡镇党委委员、村党组织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对培养“3+1”模式，对每一名纳入组织视野的
优秀农民工进行结对培养，每季度至少开展 1次谈心谈话，掌握
思想动态、了解工作情况，解决创业难题，注重在乡村振兴、基层
治理、急难险重等岗位培养历练。截至目前，已将1699名优秀农
民工纳入后备力量。

优先选拔为村级干部。鲜明用人导向，明确选人标准，按照
思想政治好、社会形象好和“双带”能力强的标准，采取软弱涣散
党组织整顿、村党支部书记调优配强、班子缺额补充等方式，及时
选拔使用优秀农民工担任村“两委”干部。2021年，利用村“两委”
换届为契机，高标准选拔 116名优秀农民工进入村“两委”班子。
其中，29人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我市举行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
建队72周年主题队日示范活动

推动国企基层党组织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截至 2021 年 10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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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有 1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正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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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威 发 布

资阳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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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铁拳”行动
护航社会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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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岳

突出“三个优先”
抓实农民工定向回引培育

（上接01版）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
国。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 15亿元
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
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中方呼吁
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
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
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为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将陆续
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
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在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
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
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于 10月 12日在昆明以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举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哥斯达
黎加总统阿尔瓦拉多、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英
国王储查尔斯等以视频方式出席。

（上接01版）今年新竣工安置房项目 3个、
安置群众553户。

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今年共开工
小区 106 个，涉及居民 1.4 万户。结合“人
城车”三元素打造的向阳社区吉祥苑、依托
九曲河打造的河心地片区等已成为“网红
打卡地”，老旧小区改造经验得到全社会的
肯定。

针对因轨道交通建设、城区饮用水管
道改造、雨污分离设施建设、建制村合并调
整等原因导致的出行难问题，通过优化施
工时序、量化目标任务、强化现场监督等举
措，加快推进重点交通运输民生项目建
设。及时打通资阳中心城区多条“断头
路”，完成15条道路黑化改造，新建农村公
路项目 44 个 157.6 公里，3 个乡村产业路、

旅游路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全市交通出行
环境不断优化。

着眼资阳发展办实事

连日来，不少资阳群众发现，可在手机
上办理的事项越来越多：缴税、社保、交电
费……再也不用“到处盖章、多次跑路”
了。今年我市政务服务加快“一网通办”扩
面步伐，率先在全省实现镇村便民服务平
台电子政务外网全覆盖，“资阳市民云”接
入社保缴费等82大项243小项服务。

在给予群众“方便”时，也积极替企业“减
负”。我市持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累计为企
业节约融资成本2.2亿元。同时，进一步管住

“价格阀门”，推动水电气要素成本下降。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资阳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与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资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战略相结合，用心用
情为群众办实事，凝聚起发展的强大合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将创建一流营商
环境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
要内容，扎实开展“一网通办”扩面、办事环
节简化、服务时间提速等优化营商环境十大
行动，针对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
贷等21个重点领域制定384条细化举措，解
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办事繁、办事慢问题。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就业优
先政策，多形式组织招聘会，累计提供就业
岗位 3.87万个，帮助全市 22户重点企业解
决用工难问题。开展农民工服务保障“十

大行动”，落实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 45 条
和促进返乡下乡创业 25 条措施。积极促
进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
参加社会保险，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 190.85万人，参保率达 93.68%。通过异
地认证新模式，实现待遇资格“就地认”，全
市认证率达 98%以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不断提升。

加速推进成资同城化。部署开展同城
化发展“双百行动”，编制形成 100 个同城
化项目和 100项合作事项。加速交通互联
互通，推进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高铁资阳
段、成资大道等项目加快建设，“双门户”位
势功能显著提升。推动教育、医疗、政务服
务等公共服务便民共享，“同城化”效应日
益增强。

（上接01版）聚焦交通通勤、产业协作、公
服共享、环境联治等重点领域，强力实施
100个同城化重点项目、100项同城化重点
合作事项，推动成资同城化发展系列规划
落地实施，引领同城化成势见效。

据悉，目前 100个同城化项目中，一品
天下·乐至城市会客厅项目、秦徐高级中学
等 25个项目新开工建设，成渝电气连接器
创新创业园、中国西部生育健康服务中心
等 47个项目加快建设，成渝高速扩容项目
等28个项目加快前期工作。100项合作事
项中，共同编制《成都平原经济区“十四五”
一体化发展规划》、推动成都都市圈规划机
制协同等 9 项合作事项已完成，建设成都

东部新区资阳协同区、加快建设成资临空
经济产业带等91项事项有序推进。

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围绕构建
“8高 11轨 16快”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加快
推进实施 16个交通同城化项目建设，包括
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高铁（资阳段）、成达
万高铁资阳西站、成渝中线高铁、成都外环
铁路等项目的施工建设、预可研等工作，加
快推进成资大道资阳段、成资大道简阳段、
成资临空大道北段、蜀都大道东延线资简
段等道路建设，加快云大路、万罗路等5条
成资间“断头路”建设，着力打造成都东部
交通枢纽、构建成资高效通勤网。

产业协作配套加速突破——借鉴成

都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发展理念，在
全市新规划建设 11 个产业生态圈、24 个
产业功能区。扎实推进成资优质企业协
作配套，资阳四川羽佳模塑等 20 户企业
为成都一汽大众等 28 户头部企业配套，
今年上半年配套产值突破 15 亿元。重点
实施 33 个产业同城化项目，瑞欣环保节
能新材料基地等 9 个项目开工建设，爱齐
口腔医疗设备生产基地一期等 15 个项目
加快推进。

公共服务成效明显——聚焦深度融入
成德眉资同城便捷生活十大行动、共建幸
福和谐都市圈，在教育、医疗、社保、市民服
务等方面着力，推动 38个公共服务同城化

项目（事项）加速突破，切实增强广大群众
的获得感、认同感、幸福感。

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围绕共建美丽
宜居都市圈，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同城化项
目（事项）29个，编制《立体公园城市规划》
加快公园城市建设，与成都等市建立环境
事件联防联控、河长制协调联动等 10项长
效常态机制，通过毗河供水、“张老引水”、
望水河泄水等工程项目，合力构筑长江上
游生态安全屏障。

“下一步，我们将更加积极作为、拼搏
奋进，与成都协作互补、同向发力，奋力推
进成资同城化持续突破！”市同城化发展工
作局相关负责人说。

习近平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实字当头细处着力

“双百”作引领同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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