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准路子
快步迈上绿色富民之路快步迈上绿色富民之路

龙泉乡地处偏僻,当地村民以传统农作
物种植为主。过去当地基础设施十分落后，
村民出门靠走、通讯靠吼、照明靠油（煤油
灯），成为宣汉县有名的边远乡、贫困乡。加
之,长期过度耕作,形成了一遇下雨就山洪暴
发,严重危及巴山大峡谷、后河、州河和嘉陵
江上游生态安全。

痛定思痛，穷则思变。从2000年起，龙泉
乡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重点工程战略机遇，
因地制宜、瞄准市场、找准路子,转变发展方式，
加快生态治理恢复,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完
成退耕还林还草23020亩，带动其它造林绿化
15000亩，打造了一批“木香村”“木瓜村”“厚朴
村”“黄连村”等特色产业村，森林覆盖率净增九
点八个百分点，达到了80%，退耕还林还草使该
乡走出了一片绿水青山的新天地。

因地制宜
退耕种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退耕种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龙泉乡的大坪村，与重庆城口县明通镇
交界。10多年前，这里因为高山，只有旱地，
村民一直种植传统农作物。落后的耕作方
式、低效的农作物，既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
失，又没给老百姓的苦日子带来改变。

近年来，大坪村因地制宜，结合具有木
瓜种植的习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先后退
耕还林还草 2300 亩，其中实施新一轮退耕
1700 亩，积极鼓励村民在退耕地、林地、农
耕地及“四旁”广种林木、皱皮木瓜、药材，达
到既绿了山又富了民。

到 2018 年，大坪村木瓜种植面积近
5000亩，成立了皱皮木瓜专业合作社，有会
员100余户，年产木瓜600余吨，产值达350
余万元，人均增收6200元，54户贫困户179
人全部脱贫。该村现有林地1.5万亩，成为

西南有名的木瓜主产地之一，木瓜产业成为
家家受益的“绿色银行”。

强化管理
让退耕还林政策落地落实让退耕还林政策落地落实

为实施好退耕还林重点工程，推进生
态、民生林业发展，龙泉乡注重政策引导。
通过村民大会、入户走访、办专栏、学习参观
等形式，宣传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给老百姓
讲清楚、讲明白退耕还林的目的、好处，让村
民能自愿退、自愿造。严格按照政策要求，
对巴山大峡谷两岸陡坡地、水土流失严重区
域实施退耕还林及其后续产业发展，既要解
决生态治理问题，又不影响老百姓长远基本
生计。在新一轮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中
坚持“一村一品”、突出特色，大力发展皱皮
木瓜、厚朴、木香、黄连等经济林。

保障政策落实兑现，县、乡对验收合格
的退耕还林土地，及时按照国家补助标准分

三次“打卡”直发到农户，让老百姓放心，调
动村民退耕还林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产旅融合
争当巴山绿色发展先锋队争当巴山绿色发展先锋队

据龙泉乡政府负责人介绍，随着国家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宣汉县北部山区开发扶
贫工作的深入推进，该乡坚持走绿色发展、
融合发展、特色发展之路，继续对25度以上
陡坡地全面退耕还林还草，改善和优化本地
及下游生态环境，为巴山大峡谷争创国家
５A 级旅游景区打好基础。

依托当地已建成的中药材基地,大力完
善基础设施，挖掘土家民俗文化，建设大巴
山中草药博览园，着力发展名贵中药材种植
开发、中草药保健养生,以及观光休闲、避暑
养生等产业，真正实现三产融合发展,打开乡
村振兴新门路。

□文/图 特约记者 魏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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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短讯

达川区
项目区油菜增产66.18万公斤

本报讯 今年以来，达川区依托中央财政产油大县
奖励资金集中使用项目抓好油菜生产发展，油菜喜获丰
收，总产达5.62万吨。项目区实现增产油菜籽66.18万
公斤，增加纯收入397.08万元。

达川区完成万亩油菜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4个共计
4.09万亩，完成15个油菜新品种试验示范片101.5亩，
培育50亩以上油菜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
4家、300亩以上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2个。项目区实现
增产油菜籽66.18万公斤，增加纯收入397.08万元，项目
区人平增收 62.50 元。带动全区 30.75 万亩（不含经开
区）实现油菜平均亩产182.77公斤，菜籽总产5.62万吨，
总产值3.37亿元。 （特约记者 罗崇军）

退耕还林退耕还林 绿了青山富了百姓绿了青山富了百姓

改革出活力 发展显成效
——开江县任市镇中心小学争办人民满意教育

万源市统计局
深入贫困户开展帮扶工作

本报讯 6月3日，万源市统计局干部职工，深入花
萼乡苟坝子村开展帮扶活动，受到了贫困群众的一致称
赞。该局由党政“一把手”及班子成员带队，全局25名帮
扶干部，组成5个帮扶工作小组，头顶烈日，跋山涉水，步
行前往联系贫困户家中开展帮扶活动。

此次活动，重点开展精准帮扶“大走访”，逐户核查
信息，确保脱贫信息精准无误；持续开展“五净一规范”

（院内净、卧室净、厨房净、厕所净、个人卫生净，院内摆
放规范）活动，确保房前屋后，室内室外干净卫生，东西
堆放整齐有序；抓好政策宣传，为每户培养一名政策明
白人，提升贫困群众的认可度。

（蒋德敏 张娅）

渠县旅游发展中心
加快推进重点景区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渠县旅游发展中心加快旅游景
区龙头产业的建设步伐，以文峰山文化旅游景区创4A、
秀岭春天创3A景区工作为抓手，强化责任、明确分工，
沟通协调，统筹推进。

据了解，渠县旅游发展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多次到文峰山、秀岭春天实地考察景区发展现状，与业
主进行充分交流，根据4A、3A景区创建标准，从景区整
体规划、旅游主题定位、旅游线路设计等顶层设计到大
门选址、旅游厕所建设、网络信号覆盖等方面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建议，为景区指明了建设方向。同时，分别与
36个责任单位对接，按任务分解表督查工作进度，倒逼
工期，确保任务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肖艺 本报记者 田乙斯）

我公司承建的达州至万州高速公路（四川境）DW21合同段收费大棚、站房工程
项目，2013年12月15日通过交工验收，2018年12月8日审计完结，本工程项目部即
将撤销，为做好收尾清欠工作，请与本工程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和民工，在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30天内与项目部联系，结清所有工程项目欠款，逾期将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规定办理。项目联系人：吴刚，电话：13890879158；公司联系
人：陈锐，电话：13908385383；监督电话：023-42823568。

特此公告
重庆易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债务清算公告减资公告
我公司召开会议，决定将注

册资本从1200万元减到200万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

特此公告
达州市华旺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6月5日

我公司承建的万源市黑宝山林场危房改造工程
已竣工，请与本项目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及个人在此
公告见报之日起 30内来公司清算债务并结清款项，
逾期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联系人：王康华，联系
电话：18282998181。

特此公告
中恒建辉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公 告关于融媒体指挥中心建设的
招标公告

因事业发展，达州日报社拟建设融媒体指挥中心。具
体要求请至达州日报网（www.dzrbs.com）“便民”栏目下
载查询，并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17：00 前，将相关响应文
件交至达州日报社资产管理中心（715办公室）。

联系人：潘峰 18808182510
达州日报社

2019年6月3日

达州市统计局现需购置VPN系统一套，拟通过
比选方式选择VPN系统供应方，要求服务器设备客
户端最高同时使用许可为 300 个，且与我局现有设
备兼容。报名时间：自发布之日起到6月15日，详情
联系赵老师 0818-2385254,17323332923，地址：达
州市政综合楼0817室（通川区永兴路2号）。注：若
参与比选单位不足3家，则比选活动取消。

达州市统计局
2019年6月4日

关于购买VPN系统的比选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9年6月12日14：00在县委招待所10楼对

以下标的进行第一期公开拍卖：
一、标的名称：通川区大北街85号门市，产权面积：35.42平方米，

参考价为7.43万元/平方米，保证金26万元。
二、本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展示标的，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于

2019年6月11日17:00前，携带竞买保证金及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具体要求详见拍卖会《竞买须知》。

电话：18782096580
四川达拍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拍卖公告

本报讯 近日，以“创业培训·创新引领”为主题的
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赛达州选拔赛举行。来自7
个县（市、区）、4所高等中职学校挑选出的18名创业培
训讲师同台竞技，各地负责创业培训的工作人员、部分
创业培训师观摩比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通川区就业局选送的通川区
英才学校向媛老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
赛四川省分赛达州选拔赛个人综合能力特等奖；达州市
高级技工学校李华东老师获得优秀课件作品一等奖。
依据个人综合能力得分情况，现场评选并公布了“2019
年达州市十佳创业培训讲师”，通川区就业局、四川文理
学院等7家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

按照省赛组委会要求，通川区英才学校向媛老师、
开江县就业训练中心邓德明老师将代表达州参加四川
省晋级赛，推荐市高级技工学校李华东老师的课程设计
作品参加全省优秀课程设计作品竞赛。

（覃晶晶 本报记者 孟静）

第二届全国创业培训
讲师大赛达州选拔赛落幕

龙泉乡:

群峰连绵，青翠欲滴，沟
谷纵横，溪流潺潺。宣汉县龙
泉土家族乡位于该县东北部、
大巴山南麓，地处两省四县交
界处，幅员面积223平方公
里，人口1万余人，是我省唯
一的土家族聚集地，经过近年
实施退耕还林，加大生态环境
治理，如今这里山清水秀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

近年来，开江县任市镇中
心小学大力实施教学改革，推
动学校快速发展，在转变育人
观念、加强艺体教育等方面取
得了可喜成效。

转变育人观念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

“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
样的人”，为了把这一教育定位
渗透到学生良好品质和行为习
惯的培养中，该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向文祥组织学校骨干教
师，主编学校德育教材《红梅
魂》，以一个故事、一幅插图、一
个寓意、一个教育的“四个一”
形式教育学生，让学生学有思
想、做有方向，在家是好孩子、
在校是好学生，行为习惯得到
了改变，校园内形成了学风正、
学风浓的良好氛围。“我娃儿回
家会主动拖地洗碗，懂事多
了！”谈到孩子的进步时，五（3）
班学生陈铂霖的家长脸上露出
了欣慰的笑容。

学校高度重视实验教学，
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配齐了教
具和实验仪器，把抽象思维转
化为形象思维。由学校优秀教
师教双班，音、体、美教师上专
业课，让教师教学更专业化，学
生学习更有效，使教学效果更
好。三年来，该校在全县检测
综合考核中排名逐年上升，在
省、市、县艺体竞赛中获得多项
奖励。

学校领导以身作则做表
率，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教
师，潜移默化地激发了教师思
想素质、敬业精神的提高，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
动，工作热情高涨，思想观念大
转变。六（3）班班主任李燕老
师，每天早上不到七点就来到
教室，组织学生早读；中午不回
家，一边守着学生午休一边批
改作业；下午放学在办公室备
课到天黑。像这种任劳任怨、
兢兢业业工作的教师，在任市
镇中心小学比比皆是。

注重艺体教育
促进学生特长发展

三年来，全校2000多名学
生参加了 15 个种类的课外活
动，聘请了多个校外专业教师进
行专业辅导。在2018年全县小
学生乒乓球比赛中，该校女子、
男子团队分别获得冠亚军。

学校开展《如何培养小学
生创新意识》专题讲座，要求教
师在课堂上必须传授创新思
想，作业布置上必须有创新思
维的题，并在作业本上进行改
革，将学校红梅文化融入封面

中，改变以前单纯的年级、姓
名，增加了“我的老师”“我的班
级”“我的学号”等内容，以增强
学生的自豪感。在作业本上分
为作业区、纠错区、诊断区、评
价区四大块，督促纠错，让学生
知错而改。

学校成立了“书香校园·红
梅阅读”领导小组，校长任组长，
制定管理方案，从朝读、课堂、课
间、课后、晚间、假期、课后服务
等七个时段，安排教师辅导和家
长管理，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每个时段所学内容皆由语文老
师按年级选定，学校统一印制读
书笔记本，每学期的读书笔记和
心得体会由学校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进行奖励。

几年来，任市小学围绕“一
年有起色、两三年大变化、四五
年上台阶”的办学目标，努力改
革，奋力拼搏，不断弘扬“坚韧、
高洁、向上”的红梅精神，办学水
平进一步提高。 □文/图
刘媛媛 本报记者 刘礼全

巴山大峡谷罗盘顶景区一角巴山大峡谷罗盘顶景区一角

学生进行才艺展示学生进行才艺展示

“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节目
热线电话：0818—2222221

广泛征集问题线索

本报讯 6月4日，通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张家湾社区在市人民
公园内与新世纪百货达州商都联合开展“睦邻”活动暨第四届端午节
包粽子比赛，共有15支代表队参加。

活动现场，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围聚在桌前的参赛队员捋粽
叶、填糯米、扎粽叶，大家巧手翻飞，不一会功夫，各式各样漂亮的粽
子精美成型。

经过比拼，最终以“速度、数量、质量、美观”为评判标准，分别评
选出一、二、三等奖共8支代表队。活动后，社区干部将包好的粽子、
大米、青油送给了辖区困难群众。

（张恩绮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摄影报道）

端午端午““粽粽””是情是情
社区社区““粽粽””温暖温暖

巧手翻飞包粽子巧手翻飞包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