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工！”8月9日，宣汉县月亮坪森
林康养旅游度假区建设项目正式启
动，现场掌声雷动，机器轰鸣，我市将
又多一个旅游新地标。

12 日起，达川区将在全区开展文
体旅行业助企纾困促消费活动，陆续
向达州市民及外地来达的游客免费发
放总额为100万元的文体旅消费券。

暑期消费季启动以来，全市共接
待游客 753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0.36亿元。

……
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动全市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激发市场活
力，稳定经济增长，让企业实惠、让群
众暖心。

统筹文旅产业发展

我市结合实际，制定印发《全市文
体旅游产业2022年工作要点》等，明确
工作重点，压实各地的工作责任，加强
每月工作调度，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每月经济运行进行分析，促进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大幅增长。

2022 年上半年，全市 90 家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69 亿元，同比增长 16.5%，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3.8%；全市26个省市级文旅
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完成投资46.76亿
元，投资完成率62.58%。

为丰富产业业态结构，我市促进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推荐东汉醪糟
旅游景区创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推动青宁云门天寨等创建省级中医
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并接受省级验收。

加快培育文旅企业

抓好纾困政策落实。通过召开全
市文旅企业纾困座谈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企业纾困座谈会，以及发布、发
放省市纾困政策明白卡等方式，传达
纾困政策，了解企业呼声，为市政府提
出文旅行业稳增长措施建议。

支持文旅企业发展。推动银企合
作，加强与人行达州市中心支行对接，
深化与四川银行达州分行合作，促进
金融助力达州文旅产业发展；鼓励企

业参加北京、厦门、海南、重庆等地旅
游交易会、博览会；推荐大巴山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申报四川省第三批文旅产
业优秀龙头企业。

督促升规入统工作。在全市组织
开展文化、体育、娱乐、旅游、广电企业
摸底调查工作，建立文体旅游企业名
录库，同时加强升规入统企业每月调
度，1-6 月企业升规入统净增 1 户，明
确 6 户企业予以培育，新增市场主体
334户、企业217户。

刺激文体旅游消费。开展“清凉
度夏·畅游达州”暑期文化体育旅游促
消费活动，启动“清凉度夏·巴适达州”
暑期消费季，刺激文旅消费市场，提振
消费信心。

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有力推动省市级文旅项目建设。
1-6 月，全市 26 个省市级文旅重点项
目有序推进，总投资 411.3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74.72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46.76亿元，投资完成率62.58%。

加快推进重点合作项目。有力推
进万达开渝统筹发展示范区2022年重
大事项清单，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巴蜀非遗文化产业园、川陕苏区红军
文化公园、万达开乡村旅游示范带4个
项目总投资 203.57 亿元，达州总投资
155.82亿元，年度计划投贷18.6亿元，
1-7月实际完成投资16.35亿元，年度
投 资 完 成 率 87.9%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96.22亿元，累计投资完成率61.75%。

此外，我市大力开展文化、体育、
旅游、广电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项
目储备，省级文旅重点项目中期调整
和文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报送工作，
推荐达州川陕苏区红军文化公园项
目、明月山银杏谷旅游景区建设项目
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工程重大项目
库，推荐《我是一只巴小虎》融合创新
等项目纳入全省音乐产业项目库，推
荐月亮坪旅游度假区、巴賨时光文旅
综合体、渔人部落3个建设项目纳入省
级重点文旅项目。

紧盯目标、全力攻坚。接下来，我
市将进一步出台利好政策，做优良好
的发展环境，全力以赴做强重点产业、
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市场主体、推进项
目建设，推动全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发展提质增效。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韩淑予

发展文旅产业 激发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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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达州丰收答卷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曹芮铭 张靖 摄影报道）8 月 16 日
上午9时30分，记者来到位于大竹
县月华镇河心村的粮油现代农业
园，沉甸甸的稻穗挂满了枝头，万亩
稻田镀上了一层金黄外衣，田间四
五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村民们背着
背篓，握着镰刀在收割过的稻田里
捡拾散落的稻谷。

“今年收成好，我种了7分地，收
上来就装了 12 口袋，每袋至少 70
斤。”稻田旁，河心村村民李方友正用
草绳系紧满是稻谷的编织口袋。“今
年天热，多亏党委、政府带着我们抗
旱，才能有现在的好收成。”

据了解，自7月以来，大竹县因
高温晴热天气持续、降雨时间空间
及灌溉设施分布不均，全县累计降
雨量仅28.5mm，出现了中度伏旱天
气，境内最高温度达到了42℃。

“旱情发生后，县委、政府高度
重视，多次召开抗旱救灾专题会议，
全县各相关部门坚持早抓快动，全
力开展抗旱工作。”据大竹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刘作伟介绍，为科学抗
旱保障粮食安全，全县严格落实抗
旱责任，加强旱情监测及部门联动，

根据旱情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抗旱措
施，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
进行技术指导，发动群众主体作用
做好改种、补种和增种准备。目前，
全县投入抽水机3000余台（套）、开
启电力提灌站 100 余座，疏浚渠道

300 余公里，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基
本用水。

“目前，我县玉米基本收获完
毕，全县55.13万亩水稻进入收割高
峰期，已经收获80%以上。”据刘作
伟介绍，下一步，大竹县将持续抓好

抗旱减灾，做好抢收抢管及技术指
导，按照“扩面增产、提质增效”的总
体思路，抓牢抓实再生稻、秋玉米、
秋洋芋等晚秋粮食生产，全面完成
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全力保
障粮食丰收盛产。

大竹县大竹县：：抢收抢管保丰收抢收抢管保丰收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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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流域整治 提升生态品质 打造宜居环境

达州：坚决守好嘉陵江上游生态屏障

巴山叠翠，渠水扬波。初秋八月，
行走在素有“川东明珠”的巴渠大地，
处处都能见证水清、河畅、岸绿的优
美景色。党的十八大以来，达州市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决响应国家、省级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号召，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夯
实水环境保护的坚实基础，打造生态
宜居优美环境，写下建设幸福河湖的
生动注脚。

截至2021年底，达州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市县级以上城市水质达标
率 100％，乡镇及以下水质达标率
99.9％，23个断面均达到水质考核目
标，达标率100％。

坚持高位推动——
打通治河“最后一公里”

在大竹镇仙鹅坝村，蜿蜒如带的
任河碧波涟漪，河面上，河道保洁员
王永科驾驶着保洁船缓缓逆流而上，
两名保洁员手拿长柄网兜，娴熟地打
捞着河道内的漂浮物。

作为一名“河道美容师”，王永科
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河面上进行巡查，
发现有垃圾等漂浮物就进行常规性
打捞。“现在每天常规打捞大概两三
船，过去一天最多要打捞20余船。”看
着环境越来越好，河水越来越清，王
永科心情也如这一波清水般舒畅。

地处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北与
陕西接壤，南与重庆相依，东与三峡
库区及鄂西地区相通，西与省内巴
中、广元、南充等市相连。境内水系发
达、河流众多，不仅有渠江、巴河、州
河、前河、中河、后河、明月江、铜钵河
等市级 8 大主要河流，还有 200 余条
支流，是嘉陵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水源涵养地。

为有效保护江河湖泊等水资源，

达州大力推进绿色发展，聚焦水资源
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
态修复等工作，建立组织体系，完善
管理制度，细化工作任务，强化流域
整治，因地制宜，打出了保卫碧水清
河的“组合拳”。

“我们不仅出台《达州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首部地方
性实体法规，还在全省先试行河道警
长制，建立了市、县、乡三级河警长责
任体系，创新设立河长制示范乡镇，
在全市形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有榜样可学的河道治理新格局。”达
州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达州还
创新建立基层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
积极开展水环境生态补偿监测试点
工作，探索建立上下游对应补偿、乡
镇横向转移支付、县财政统一结算的
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倒逼基层狠抓
河流保护工作，切实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达州200余条河流分段设置了市、
县、乡、村四级河长，并延伸到了水
库。截至目前，达州市23个国、省考断
面均达到省水质考核目标，达标率
100％。

坚持“一河一策”——
探索跨界河流共管共治新路子

一大早，刘东吃过早饭，就开车
来到任河万源段起始处，开始沿着岸
边的 G347 向下游巡河。作为大竹镇
乡级河长兼村巡河员，这样的巡河任
务他每天都会进行一次。

这种日常巡河，正是川、渝、陕 3
省市开展联防联动巡河管理机制的
一部分。为共同推进水域治理，达州
市积极探索跨界河流共管共治的新
路子，在与巴中、广安、梁平、城口、开
州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与陕西、重庆等省（市）和省内

相邻市县的沟通协调，联合编制印发
了川渝跨界河流“一河一策”管理保
护方案，目前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
协议已经实现100％覆盖。

刘东说，如果在巡河过程中遇到
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向上级河长反
映，并同步向上下游段河长反映。说
罢，他掏出手机，打开巡河 APP 向记
者介绍：“与过去巡河相比，掌中巡河
通解决了报告不及时、监管不到位的
问题。”

在探索跨界河流共管共治工作
中，达州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搭建
河长制信息化平台，开发河长巡河
APP，将过去繁杂的巡河流程转化为
掌中巡河通，巡河工作实现了便捷、
实时、高效。同时，通过整合各方优质
资源在达州河湖长制微信公众号发
布消息，河湖管理状况实现动态掌
握，自 2021 年微信公众号试运行以
来，共计发布300余条信息，做到了信
息优质化、数据全面化、普及公众化。

此外，定期召开跨界河流联防联
控联治会商会议，常态化开展跨界河
流“治三排”“清四乱”专项整治行动，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联合巡河，实现了
跨界河流问题清、责任明、措施实。达
州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跨界河流
共管共治有利于源头治理，“信息平
台＋微信公众号＋巡河APP”促进了
河长制督察管理工作的落实，更好解
决了跨区域河道管护难点问题，共同
保护流域环境。

坚持群策群力群管——
让群众享受到生态“红利”

河水潺潺、杨柳青青，河岸两侧
垂柳整齐排列，隔离带上草木葱葱、
绿树挺拔，乔、灌、花、草合理布局，形
成一步一景、移步换景的绿化格局，
让市民出门见绿，在绿色发展中享受
生活，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提升幸
福感、获得感。

“现在河道干净，河水清澈，每天

早上在亲水平台跑跑步、做做操，心
情特别好。”家住州河岸边20余年的
市民叶光胜见证了州河水由黑到绿
的大转变。

达州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做活“水文章”，达州市围绕“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人和”河湖管理目
标，聚焦补齐河长制工作短板弱项，
将美丽河湖与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结
合，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风情带，加
快构建全域高品质美丽幸福河湖网，
让治水工作荡漾出的“涟漪”逐渐向
人居环境的改善蔓延。

在具体行动上，按照“河长主导、
属地管理、行业负责、多方参与”原
则，深入开展“清河、护岸、净水、保
水”四大行动及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
题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工作的宣传教育和正向舆论引导，加
强对《四川省河湖长制条例》的学习
宣传贯彻，深入开展“河小青青年志
愿”行动及“河湖长制七进”活动，营
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
河湖的浓厚氛围。

同时，坚持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思路，以治水倒逼流域空间开发格
局和产业布局优化。从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
饮用水源地监测监控、深化工业污染
防治和监管、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整
治监管、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方
面进行生态环境整治；积极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推进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和生活垃圾的清扫、
保洁工作；加快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厂
项目建设和运营，从源头治理，提升
水环境质量。

截至目前，全市所有乡镇实现污
水处理设施功能全覆盖，城乡污水收
集处理水平显著提升，达州市城市污
水处理率达 95％、县城达 85％、建制
镇达50％；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 100％，乡镇生活垃圾转运处置
覆盖率达90％以上。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道全

7月以来，四川省出现持续极端高
温干旱天气过程，高温干旱天气导致
四川水电大幅减发。面对严峻旱情，
四川各部门积极应对，最大程度减轻
旱情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今年夏天，四川遭遇大范围长时
间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平均降水量较
常年同期偏少 51%，主要江河来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少二到五成，导致四川
水电发电能力不断降低。高温天气预
计还将持续一周左右，四川面临历史
同期最高极端温度、最少降水量、最高
电力负荷——“三最”叠加的局面。

目前，四川已启动三级保供电调

控措施，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倡议企业
主动扩大避峰让电，从8月14日至20
日，对省内部分高载能企业实施停产
让电于民的紧急调控，让出用电负荷
约 700 万千瓦。同时，省内已有超
4000家企业响应主动避峰行动，他们
或将生产安排在半夜凌晨这种低谷时
段，或启动高温假，让电于民。

据了解，目前四川电煤储备和供
应充足，全网存煤较去年同期增长超
两倍，保证火电“稳发满发”；在省外，
争取国家跨省跨区支援，所有电力入
川支援通道满载运行。

（据新华社）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
极力谄媚迎合，在大陆采取一系列坚
决有力反制措施后仍不思悔改。为维
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同胞切身
利益、坚决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大陆
方面 16 日公布萧美琴、顾立雄、蔡其
昌、柯建铭、林飞帆、陈椒华、王定宇等
为列入清单的“台独”顽固分子，对他
们及前已公布的苏贞昌、游锡堃、吴钊
燮采取惩戒措施。此举彰显大陆方面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绝不
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祖国统一进程，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
下任何空间。

佩洛西窜台这出“美台勾连”的闹
剧，已经让世人进一步看清，民进党当
局和外部势力才是两岸冲突的制造
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民众
利益的加害者。

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散布种
种充斥“台独”理念的谬论。他们公然
歪曲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编造谎言、
混淆视听，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把

“台独”分裂图谋包装成所谓“坚守民
主”，把外部反华势力视作“救命稻
草”。他们靠着美国某些反华政客的
虚妄承诺，自我抬举，做着“倚美谋独”
的春秋大梦。

中国有句俗语：没有内贼引不来
外鬼。在“倚美谋独”的分裂道路上，
民进党当局劣迹斑斑：2016 年以来不
断扩充所谓“军费”开支，拿百姓血汗
钱购买美国武器，总额高达近200亿美
元；花费巨资在美国大搞“政治游说”，
以寻求美国反华政客的“加持”；执意
开放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等产品进
口，无视岛内民众的健康福祉……他
们对“洋主子”卑躬屈膝地逢迎，出卖
民族利益和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投靠
外部反华势力实现政治野心，不仅将
自身绑到历史耻辱柱上，也一步步将
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佩洛西窜访台湾，是性质极为恶
劣的政治挑衅，是对美方政治承诺的
公然背离。此人在涉华问题上长期颠
倒黑白，把反华作为其攫取政治资本的
重要营生，嘴上大谈所谓“民主”和“人
权”，内心全是“私货”和“生意”。近年
来，美国一些政客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不断操弄各种涉台议题，频频打“台湾
牌”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美方所作所为
目的只有一个，拿台湾做棋子，破坏地
区和平稳定，妄图维护美国霸权。

民进党当局妄想倚靠外部势力分
裂国家，是彻底打错了算盘。事实已经
证明，美国任何时候都以美国利益优
先，其对外所作承诺关键时刻根本靠不
住；民进党当局缴纳高额“保护费”换来
所谓“保证”，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毒药；
美国政客操弄涉台议题，算计的是美国
自身的收益， （紧转第二版）

“倚美谋独”没有出路
“台独”分裂必遭严惩

四川全力应对高温天气保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