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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天，踏青赏花，遂宁又多了一个
好去处。3月6日，2017蓬溪县乡村旅游节、
天福万象郁金香观赏节、川渝主流网络新
媒体走进蓬溪采风活动举行，西南最大的
郁金香花海首度迎客，65万株从荷兰进口
的郁金香已盛放，在遂宁蓬溪天福万象农
业博览园等你赴约。

赏世界花后、观智能农业、品生态蔬
菜、悟农耕文化……来遂宁，来一场和郁金
香花的约会，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初看郁金香，叶似翡翠、花似美玉，株
株亭亭玉立、粉雕玉琢、高贵典雅，惊叹于
世界花后，真的美得有些不像样。都说莲花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郁金香的美则让人惊
叹，站在花海边，甚至担忧自个呼吸太重，
会将花惊扰了一般。

赏“世界花后”
姹紫嫣红郁金香美得真的不像样

据天福万象农业博览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称天福万象的郁金香花海是西南第一，
实不为过。天福万象农业博览园从荷兰进
口65万株优质郁金香种球，包含138个郁
金香品种。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花海色彩
斑斓，红色、紫色、白色、黄色、玫瑰色郁金
香竞相怒放，都是珍稀精品，花田中还有风
车旋转，真的美如童话世界一般。花田间还
竖了提示牌，介绍花的名字、品种以及它的
故事。

郁金香的品种极其丰富且花色艳丽、
色彩繁多，令无数人为之倾倒。郁金香在欧
美被视为胜利和美好的象征，荷兰、伊朗、
土耳其等许多国家珍为国花。郁金香的象
征意义与它能够成为荷兰的国花是有一定
渊源的。1634年至1637年期间，被称为荷
兰历史上“郁金香狂热”的时期。新品种和
珍奇品种的郁金香被高价买卖，曾经一头
牛只能换一株郁金香。在19世纪之初，荷兰
全国只种郁金香130英亩，到了20世纪中
叶已发展到2万多英亩，占全世界郁金香出
口总量的80%以上，远销125个国家，被誉
为“世界花后”。

在天福万象郁金香花海，除了三朋两
友漫步花田，还可以选择乘坐花田小火车，
或骑观光自行车畅游花海。除了郁金香，你
还可以在这观赏到桃花、樱花和油菜花等。

观现代农业
智能温室自动栽培让你“涨姿势”

农民足不出户，只需一台电脑，就可以
控制大棚、管理种植。在蓬溪天福万象农业
博览园的现代农业观光区，分分钟颠覆你
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让你“涨姿势”。在传统
农业中，作物的浇水、施肥、打药完全凭感
觉靠经验。而如今，在万象农庄的智慧农庄
体验园，处处能体验到物联网精准的“田间
管理”技术。

三个智能化玻璃温室，几乎看不见土
壤，只有温室入口处的智能化控制室，实时
监控着整个温室大棚的温度、湿度、通风和
土壤的含水量、营养值等。

“这是我们的智能施肥灌溉系统，可以
让蔬菜‘渴了有水喝，饿了有肥料’。”天福
万象农业博览园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套
智能施肥灌溉系统实行智能化控制，通过
一台电脑，约5亩的大棚实现自动化灌溉和

气候智能控制。根据作物需求设定好参数，
每天按照给定的参数进行运作。

除了高科技的农业种植，天福万象农
业博览园中还专门设置了农耕文化体验
区，传统的农业如何耕作，在这里完好呈
现，让大家感受现代与传统，感受科技与文
化。

此外，博览园中的生态餐厅也是一大
特色。1000多平方米的餐厅全是钢架结构
加玻璃搭建而成，采光极好，阳光可直照餐
厅。餐厅格调高雅，内部种植了各种花卉，
吃饭喝茶或在桃树下、或在花田间，十分的
舒心惬意。餐厅所供果蔬全来自于大棚和
自家农田，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真正的绿
色生态。

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打造不一样的农业博览园

“首届郁金香文化节，只是今年活动的
一个开始，在天福万象农业博览园，将会四
季有花赏，能够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
娱等多方面需求。”天福万象国际现代农业
博览园公司董事长唐永凡介绍，郁金香节
在5月结束后，博览园将主推“虞美人赏花
节”配上5月盛开的其他花卉，供游客观赏，
此外还会种植向日葵，花开的时候可赏花，
成熟的时候可体验采摘。

唐永凡介绍，天福万象国际现代农业
博览园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现代农业+乡村
旅游”，这让它和一般的乡村旅游显得不一
样，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增加了产品的附加
值。公司之所以取名天福万象，就是寓意包
罗万象，在博览园中有现代智能农业、观光
农业、乡村旅游，大规模中高端季节花海艺
术展示、农耕文化展示、生态蔬果采摘、农
事体验、科普教育、企业扩展、团体会务接
待、成人儿童游乐、生态餐厅、客房茶坊棋
牌等综合项目，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据介绍，天福万象现代农业博览园项
目于2013年9月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并正式
入驻蓬溪现代农业示范区，由四川蓬禾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3.5亿元，主要
建设智能化玻璃温室、连栋大棚蔬菜生产
基地100亩、普通钢架大棚蔬菜基地200
亩、特色花卉基地300亩、气调冷藏库3000
平方米、科研及培训中心20000平方米，以
及建设水景观、绿化等乡村旅游设施。

天福万象农业博览园初见成效，也带
动了周边的村民致富。5日，记者在天福万
象农业博览园外看到，游客的到来，让周围
的村民看到了商机，不少人在周围摆摊卖
东西。此外，博览园附近的农家乐也开了起
来，承接景区游客吃饭。博览园也解决了
100多人的就业问题，园内所雇佣的工人，
都是周边的村民，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妇女，
他们既能在家门口打工，一个月挣1000多
元钱，也能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

“公司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党委政
府的支持和帮助。”唐永凡介绍，公司从建
设到今天初见效益，蓬溪县党委政府给予
了很多帮助，不仅解决了园区的用水、用电
问题，还发放了奖补资金，对于公司的建设
发展，党委政府多次到现场指导支招。尤其
在去年，公司遇到了资金瓶颈，蓬溪县政府
及相关部门更是牵线搭桥，协调银行贷款
300多万元，解了公司的燃眉之急。

到遂宁
来一场和郁金香花的约会

相 关 链 接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走热，遂
宁着力培养了一批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
区，这些大大小小、“农”味十足的休闲农业
经营主体，不仅展示出强大的吸金力，还让
市民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

据遂宁市农业局消息，今年以来，遂宁
市已培育休闲农庄、休闲农业园区等休闲
农业经营主体700家，产值达15亿元以上，
并树立了天伦葡萄园、万象农业博览园、绿
然智慧农业体验园等休闲农业典型。在培
育休闲农业农庄、休闲农业产业园上，遂宁
市农业部门积极引导休闲农业主体，提升
农产品品质，进一步强化“三品一标”农产
品认证。同时，把培育与项目扶持相结合，
将符合项目承担条件的休闲农业主体优先
纳入到项目实施单位中来，利用省补助资
金扶持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升园区生

态农业的发展水平和产品质量。在线下活
动方面，结合唐家乡骑游节等活动，积极宣
传推介该市休闲农业品牌，着力打造具有
农业文化特色和广泛知名度的精品休闲农
业示范园区和基地，有力促进了休闲农业
品牌创建。

休闲农业“农”味十足，引领着新的旅
游趋势，发展前景可观，而在2015年，遂宁
市也印发了《遂宁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规划（2016-2020年）》，指导全市优势特
色农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规划，未来五年，遂宁市将以“五
个园区”、农家乐、庭园经济、都市农业等为
重点,积极发展生产标准化、经营集约化、服
务规范化、功能多样化的现代乡村休闲观
光农业。

□本报记者

培育休闲农庄 遂宁这样做

工作兢兢业业，刻苦好学，将护
理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灵活运
用于临床实践，使患者满意、家属满
意，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赞誉。她就
是集医院“优秀护士”、“先进个人”
等殊荣于一身的通川区人民医院妇
产科护士长潘霞。

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中，以小见
真情。医患关系最难处，但潘霞用真
情为患者服务，20年如一日，赢得
了患者的一致好评。从潘霞踏上岗
位的第一天起，“救死扶伤，勇于奉
献”就成为她坚持的信念，她始终怀
着一颗对护理工作无比热爱的心，
真诚对待每一天。

“护理服务无小事”，这是一直

挂在潘霞嘴边的一句话。从事临床
工作这些年，潘霞深知细心和耐心
对护理工作的重要性。她总是严格
要求自己，认真细致地做好查对制
度，杜绝一切差错的发生。

潘霞曾是该医院内科的护士
长，内科老年病人比较多，记忆力相
对较差，她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讲
解，直到病人理解。为了做好优质护
理，她每天都要提前上班，协助病人
洗漱、梳头、进食、擦浴、更衣……扎
扎实实地做好优质护理服务措施。
护理工作需要共同合作，离不开团
队精神。在工作中，她是医生的好帮
手，一丝不苟地执行好医嘱；她是护
士姐妹的好榜样，遇有空位就补上，

从不因为不是自己的职责范围而延
误患者。

2003年，“非典”横行肆虐，潘
霞主动报名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参与
工作。该科担负起当地所有的“非
典”防治任务。如发热专诊、留观隔
离、出诊接送病人、培训各类人员防
护非典的知识，以及落实消毒隔离
各项措施等。而当时，潘霞和她的同
事们对于“非典”的了解都知之甚
少，仅从有限的学习资料中了解到

“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烈
性传染病，工作难度和压力是可想
而知的。此时此刻，她立即意识到，
在这关键时刻，“军心”不可动摇。而
要稳定“军心”，自己就不能在护士
姐妹们面前流露出丝毫的犹豫和畏
惧，要树立起大家战胜“非典”的信
心，大家才能跟着你不顾一切往前
冲。接触病人的机会多，被感染的机
率也就更大。但这就是工作，不能因
怕死而退缩。当时，她的孩子还嗷嗷

待哺，急需母亲喂养，但她却主动把
孩子送到乡下姥姥家，直到全国抗
击“非典”取得成功后，才把孩子接
到身边。

作为一名资深护士，潘霞培养
了多名普通护士、护理骨干和护理
管理者。作为护士长，她认真做好病
房管理工作，每周星期一和星期五
晚上，认真地做好传、帮、带工作，细
心地向她们传授经验，认真操作示
范，为大家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为
了顺应工作的需求、不断提高自己
的水平，工作之余她自费购买教材，
积极自学中医学护理、心理护理等，
并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临床，帮助患
者树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有效提高
了护理质量。护理工作需要总结和
创新，她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总结经
验，撰写的科研论文为护理工作创
新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使本科室
的护理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本报记者 谭楚甲 魏华争创“岗位学雷锋先进集体”争当“岗位学雷锋敬业标兵”
身边雷锋 时代榜样

护理服务无小事
——记通川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潘霞

近日，四川中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达川区林业局共同举办了欢庆
“三八妇女节”联谊活动。联谊活动以体现趣味性为主，开展了跳绳、你比
我来猜、两人三足接力、拔河等项目，现场欢呼声、掌声不绝于耳，热闹温
馨。 （李志敏 摄）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工商
质监局查处了一起侵犯“七星
椒”、“卤味传奇”商标侵权案。

四川省著名商标“三圣宫七
星椒”权利人向通川区工商质监
局举报称，通川区华阳酒店附近
一卤菜店铺在经营中擅自使用

“七星椒”、“卤味传奇”标识，侵
犯了四川七星椒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商标专用权，严重损害了该
公司形象。

该卤菜店经营者系大学毕
业生自主创业，知道七星椒卤制
品是达州市特产，在经营上想通
过宣传来带动销售，因而在店铺

醒目位置标注使用“七星椒”、
“卤味传奇”标识。通川区工商
质监局查实后，认定其行为侵犯
了四川七星椒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商标专用权，责令店铺立即停
止使用并撤除标识。经营者对
其侵权行为后悔不已，进行了整
改，主动向“七星椒”、“卤味传
奇”商标权利人四川七星椒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致歉。该公司为
了支持大学生创业，谅解了其侵
权行为，并放弃经济赔偿的追
诉，称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发展为
旗下加盟店。

（刘俊林 本报记者 高延）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党风
廉政文化教育活动，促进全社区
形成“人人思廉、人人保廉”的良
好社会环境，近日，通川区东城
街道办事处文江祠社区组织辖
区党员代表、居民代表、楼院长
开展廉政文化大讲堂活动。

此次讲课以“严肃换届纪
律，保证风清气正”为主题，讲解

了换届纪律“九个严禁”和“九个
一律”的相关要求，教育社区干
部廉洁做人、干净做事。

据了解，东城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成立了关于案件查处快查
快办领导机构，设置了举报信箱
和举报电话，确保社区换届风清
气正。

（本报记者 李嫒颐）

本报讯 近日，我市举办乡村旅
游服务技能提升培训班。

据了解，此次培训内容以行业基
础知识、服务礼仪、服务规范为主，侧
重于实际操作技能培训，虽然时间
短，但内容充实、形式丰富。很多学
员都深有体会地说：这次培训太及
时、太重要了，一定要做到学用结合、
学以致用，把学到的新理论、新意识、
新技能用到实践中去，以崭新的工作

风貌和一流的工作水平投入到乡村
旅游工作中去，为更好更快地发展达
州乡村旅游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目前，我市在乡村旅游业方面还
存在不足，达州市旅游协会意在通过
此类系统培训，让乡村旅游从业人员
提升服务技能，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乡
村旅游方面的基本知识，为游客提供
优质服务，助推我市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孟静）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营造良
好的消费环境，提升企业守法诚
信经营意识，近日，达川区商务
（工商）局、区保护消费者权益委
员会举办了2017年“强化经营
主体责任，构建诚信消费体系”
企业法制培训会。

培训会上，主讲人结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四川省
保护消费者权益条例》、《合同

法》、《广告法》部分重要条款
进行了讲解，强调了商家在经
营活动中要注意和规避的事
项。主讲人用发生在身边的典
型案例，生动诠释了企业强化
经营责任、诚信服务消费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3家企业代表
就强化诚信经营做了表态性发
言。

（魏心江 朱俊峰）

商标侵权遭理抹 支持创业获谅解

文江祠社区

开设廉政文化进社区大讲堂

达川区举办企业法制培训会

强化经营主体责任 构建诚信消费体系

本报讯 自今年1月1日达城
智能交通启动运行以来，从视频监控
交通违法采集系统发现公交车、出租
车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
变道、逆向行驶等违法现象突出，结
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城区“五乱”重点
交通违法行为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
步加强公交、出租车辆管理，维护城
区交通秩序，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近日组织辖区出租车、公交车公司负
责人召开了交通安全警示约谈会。

约谈会上，通报了近期各公交、
出租车公司车辆、驾驶人交通违法情

况，发放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并
督促公交、出租公司责令整改。随
后，城区一、二中队负责人就日常勤
务工作中发现的出租车、公交车常见
的违法行为作了通报。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负责人
就出租车、公交车的安全管理提出要
求。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强化
对驾驶人的管理、培训和教育，坚决
杜绝公交车、出租车驾驶员驾车接听
拨打手机、闯红灯、酒驾毒驾、超速行
驶、疲劳驾驶、开“赌气车”等违法行
为。 （周笔滔 本报记者 刘欢）

公交车出租车交通违法现象突出

交警部门警示约谈出租车公交车公司

我市举办乡村旅游服务技能提升培训班

本报讯 近日，市卫计委、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市性病
艾滋病预防协会在达州市职业高级
中学，联合举办了艾滋病防控知识进
校园活动。

先后开展了知识讲座和有奖问
答，播放了防艾宣传视频，介绍了艾
滋病预防、监测和治疗的信息。同时，
在校园内设置防治艾滋病宣传展板，

由志愿者给每位入场者发放一份学
生教育版防治艾滋病宣传册和一条
红丝带、一个记录本、一支笔。

据了解，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为
进一步普及性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
提高在校学生的防范意识，此次活动
后将以图片展、电子屏不间断播放防
治视频，并通过海报、校园网、微信群、
QQ群等方式进行宣传。 （程和）

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防艾知识进校园活动

盛开的郁金香花

经各地申报、市级核实和综合评选等程序，评选出以下10
名种粮大户为达州市2016年度“十佳”种粮大户，由达州市农业
局、达州市财政局行文予以表彰奖励。现对评选结果予以公示。

干部群众对公示对象如有
不同意见，可通过来信、来电、
来访等形式，于2017年3月19
日前向市农业局、市财政局反
映。受理单位：达州市农业局
(达州市农业技术推广站)

地址：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52
号，电话：08182133579；达州市
财政局地址：达州市通达东路
200号，电话：08182675098。

达州市农业局
2017年3月14日

达州市农业局 达州市财政局

关于2016年度达州市
“十佳”种粮大户的公示

2016年度“十佳”种粮大户名单
祥泰农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开江县普安镇筒车铺村1组
龙乐华家庭农场 达川区赵固镇天坪村3组
渠县李建家庭农场 渠县中滩乡寨坪村3组
大竹天佑家庭农场 大竹县杨通乡阳光村6组
四川滕华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达川区赵家镇王家祠堂
渠县旺苗壮水稻农民专业合作社 渠县琅琊镇奉家村
四川华硒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万源市太平镇
宣汉县盈收种植专业合作社 宣汉县隘口乡烟灯村2组
宣汉县唐信种植家庭农场 宣汉县明月乡万古村
陈安会 开江县长田乡庙子岭村7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