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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色达城市漂亮了，美观了，崭新的楼
房多起来了，街道宽敞整洁。到了夏天，
县城大街小巷，鲜花盛开，百花争艳，蔚蓝
的天空下，色达县城更加迷人。城市形象
提升了，到色达旅游的游客更多了”。6月
17日傍晚，陪同记者在色达街头散步的宣
传部副部长尹东云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在
色达工作了20多年，色达县城面积起码拓
展了1倍以上，当初低矮破旧的建筑被富
丽堂皇的楼房取而代之，这都是城乡提升
战略实践带来的巨大变化。

五光十色的彩灯，色达城市华灯璀
璨。记者看到，游客漫步迷人的城市街头，
或拍照，或赞叹偏远的色达竟然有如此夺
目的夜景。气势恢宏的格萨尔艺术中心，
匠心独运，文化特色浓郁，成为色达最耀眼
的城市标志建筑，色达城市因此有了文化
的灵魂，而100余家大酒店争相媲美，提升
了城市的文化品位。沿城市周边修建的果
根塘湿地绿化带，湖光山色，成为高寒色达
的“绿肺”，城区遍种云杉，即便是大雪铺
地，城市也有了绿意。

“我在色达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要说
变化，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游客慕名而
来，激活了色达酒店业；做强县城，城市建
筑不仅光鲜靓丽，还有浓郁的藏族文化气
息，色达正在走向复兴与繁荣”。一位正在
街头闲逛的老人告诉记者，县委、政府这几
年确实做了不少实事，这么漂亮的建筑就
是最好的例子。

在城乡提升战略中，色达县围绕“做强
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的目标，着力抓
实县乡村三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美化亮
化绿化工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筑
物风貌改造等4项工程。提升城市功能、
打造魅力县城，让县城绿起来、亮起来、美
起来、特起来。

城市建设与管理没有休止符，在色达
县住建局局长邹勇的心中，色达城市发展
的蓝图已经成竹在胸。 今年，该县将实
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17 个。续建完成
500套干部周转宿舍建设项目、2016年城
市棚户区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一期）建设
项目、色达县城市污水处理项目。启动色
达县市政道路三期建设工程、第二水厂建
设工程、供排水管网延伸工程、色拉桥建
设工程、城西广场建设工程、色达县市政
设施维修维护工程、色达县公共厕所建设
项目、色达县停车场建设项目、城市综合
体建设工程、企业局商品房开发工程、色
达县洗车厂建设项目、色达县五金建材市
场建设项目、色达县城物流中心建设项
目、色达县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

实施美化亮化绿化工程6个。金马大
道亮化工程、县城绿化工程、金马大道、前
进路、步行街、吉祥街、团结街光彩工程项
目、LED跨街横幅建设工程。

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4个。实
施县城店招店牌改造项目，解放路、前进
路等区域“九子一线”治理工程，城市“九

乱”整治工程，增配环卫设施设备项目。
实施建筑物风貌改造工程6个。实施

前进路风貌改造工程、解放路风貌改造工
程、吉祥路风貌改造工程、团结路风貌改造
工程、胜利路风貌改造工程、光明路风貌改
造工程。

在做强县城的同时，今年色达县将紧
紧围绕传统村落、脱贫攻坚“四好村”创建、
藏区新居建设、旅游村打造等，实施洛若镇
下洛若村、霍西乡勒柯村、杨各乡麦旭村、
旭日乡旭日村和翁达镇翁达村沿线重点村
寨环境风貌综合治理，开展杨各乡下甲斗
村、翁达镇明达村和甲学乡阿拉甲学村的
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共8个项目。开展创
建10个省级“四好村”创建和15个州级“四
好村”创建。

色达县将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打造风
情小镇，让乡镇小而精、小而特、小而雅。
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12个。实施洛若
镇消防工程、洛若镇主城区市政道路建设
项目、洛若镇新区市政道路建设项目、洛
若镇色曲河防洪堤延伸工程、洛若镇市政
桥梁建设项目、洛若镇游客接待中心建设
工程、洛若镇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
程、洛若镇文化广播电视综合设施建设工
程、洛若镇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工程、洛若
镇农产品交易中心（菜市场）建设工程、洛
若镇物流中心建设项目、翁达镇市政基础
设施维修维护工程。

在翁达、杨各、旭日、霍西、洛若五乡
镇，实施美化亮化绿化工程和“种花养性、
美化城镇”工程。并开展市政基础设施维
修维护及店招店牌整治、环境卫生、街道
秩序进行整治、公共建筑、部分民房实施
风貌改造。

“色达城乡建设欠账多，基础设施严重
滞后，在开展城乡提升战略中，色达正视问
题，增添措施，努力补齐短板，为全县人民
着力营造环境优美，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
人居环境”。邹勇告诉记者，再过几年，色
达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面貌将焕然一新，是
川西草原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

走在色达牧区，住进新居的牧民细数
着党的好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欣喜变化，美
丽的新村成为草原上一幅靓丽的图景，牧
民们一扫贫穷落后的阴霾，喜气洋洋地走
在脱贫奔康的春天里。

金马明珠耀川西

色达县城夜景。

本报讯（岑瑶）刚组建不久的
甘孜州城乡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积极践行经营城市理念、探索
城市建设，在绿化、文化、城建、环
保等方面着力，以文化塑魂，全力
构建我州品牌企业。

人才兴，企业旺，该公司“留人
留心”浓厚文化氛围渐入佳境，公
司职工有了强烈的幸福感和归属
感，通过创办企业文化宣传栏，打
造企业文化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展现企业形象，内容分为企业精
神、党务建设、廉政建设等，图片寓
意深刻，使每一位职工深受教育，
提升广大干部职工的认同感、荣誉
感，集体意识进一步增强。

公司利用职工微信群、QQ群
平台有针对性地转载和介绍有正
面影响力、学术化的经典文章，成

功企业家（企业）、经济学家的案例
（包括企业管理、营销等方面）、演
说等。开展“读一本好书”活动，在
办公场所增设文化报刊架，介绍古
今中外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欣
赏或者名文赏析，营造了浓厚的学
习氛围，培育职工健康向上、阳光
积极的心态，凝聚企业和谐发展的
向心力。

今年5月，公司成立了党支部，
团支部和妇委会也在精心筹备
中。“我们要发挥好党员、团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要在‘两学一做’，坚
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省委、州委确定
的决策部署，为地方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做出贡献。”该公司负责人
表示，公司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将
积极主动融入地方脱贫攻坚，帮助
农牧民致富。

州城投公司增强文化自信

本报讯（乡城县委中心报道
组 雪梅 文/图）乡城县紧紧围绕

“12463”发展思路，统筹抓好经济、
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位一体”
建设，把经济社会发展抓上去，让
贫困群众富起来，努力开创建设小
康乡城新局面。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着力脱贫
攻坚战略。坚持“3年完成、1年巩
固提升”的脱贫工作思路，扎实完成
逐年脱贫任务，努力建成“甘孜州脱
贫攻坚先行示范县”，率先在全州实
现脱贫奔康。通过激发内生动力、
狠抓产业致富、物质精神同步、合力
攻坚克难，有力有序推进整体脱贫
工作，全面完成各项脱贫攻坚任务。

围绕强化法治文化，着力依法
治县战略。以依法治县为抓手，更
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
解矛盾、坚持源头防范、狠抓“七五”
普法，强化法治宣传，进一步完善法
律服务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
化法治文化建设，切实增强全民法
治意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围绕持续富民增收，着力产业
富民战略。坚持把发展优势产业思
路不动摇，作为乡城脱贫攻坚、跨越
发展、转型发展的关键途径，走保护
与开发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
过强力实施旅游带动、做强做大特色
农业、大力发展光伏能源建设，坚持
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深度挖掘民族文
化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文化产品。

围绕打破瓶颈制约，着力交通
先行战略。坚持改善提高交通通
行条件和道路等级水平，努力构建

通达四方的高效道路交通网络。
通过推进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推进
县道改造升级建设、完善农村路网
建设、大力发展客运物流服务，构
建大香格里拉旅游圈的交通环线。

围绕改善人居环境，着力城乡提
升战略。坚持“三化联动”，建设省级
文明卫生城市，建成美丽生态乡城。
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建设、提升城乡管
理水平、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建设协调、一体化发展。

围绕保障永续发展，着力生态
文明战略。坚持把绿色作为永续发
展的必要条件，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筑牢生态屏障，
努力构建绿色生态文明新格局。通
过在发展中保护生态、在治理中修复
生态、在建设中美化生态。突出标本
兼治、多管齐下，深入推进绿化工程。

围绕提升民生福祉，着力推进
社会事业。坚持把民生需求作为
工作主线，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发
展成果。通过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重点发展卫生事业、繁荣推进文化
事业。全力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深入挖掘民俗民间文化。

围绕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增强
发展动力。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催
生发展新动力、激发发展新活力的
重要抓手，全力推进开放合作。通
过深化改革创新、深化对口援建、强
化招商引资。抓住州委、州政府加
快南部发展和亚丁旅游环线建设机
遇，全方位、多层次拓宽招商引资领
域和渠道，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

乡城围绕民生做足绣花功夫

乡城田园风光。

本报讯（吴绍贵 杨浩）近日，成都市武侯
区金花桥街道党工委深入白玉县金沙乡开展
党组织跨区域结对共建工作。

双方就拓展产业渠道、脱贫攻坚工作、
干部跟岗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交流探讨，金花
桥街道6个社区和金沙乡6个贫困村结成帮
扶对子。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将按照
区委、区政府结对共建相关要求，严格落实

《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白玉县金沙乡
深化基层党组织跨区域结对共建活动实施
方案》，强化党建结对，进一步深入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走基层”交流活动；致力
产业帮扶，帮助贫困村选准致富产业，以产
业发展带动当地农牧民完成脱贫增收；加强
就业帮扶，对有意愿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帮助
和支持，促进增收。开展爱心帮扶，对金沙
乡的包虫病患者、贫困学生、农村孤儿和残
疾人给予资金上的帮扶，解决困难群众的实
际问题。

工作组为金沙乡政府捐赠基础设施建设
经费20万元、阵地建设办公电脑6台（折合人
民币20160元）。并实地查看了援藏项目“金
沙乡八吉村马铃薯种植基地”，进村入户慰问
了包虫病人、农村孤儿、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送去慰问金 14100 元，详细了解困难群体生
产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生活，
早日脱贫奔康。金沙乡干部表示，一定要激
发群众的内生动力，用好扶贫援助资金，建好
援藏项目，让困难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

真情援藏结硕果

气势宏伟的格萨尔艺术中心。

色达县城街景。

■罗从东

“如果不是在车辆被冲入河前翻
出车窗抱住树木，驾车强行涉水的两
名成都男子可能已经命丧浑浊的河
中了。”6月16日，丹巴县公安局巴底
派出所副所长李自华回想一天之前
的救援，犹在不断感叹：好悬，好悬。

6月15日下午5时许，在丹巴县
公安局巴底派出所内，一名30多岁
的男子冲进派出所，惊慌失措地大喊
道，警察同志，救命啊。经过简单询
问后，李自华得知，这名男子和两位
朋友从金川县方向到丹巴，在途经一
处洪水漫水路面时，因未了解水情便
强行涉水驾车路过，导致被困在水
中，报案男子因会水性就游了出来
求助，其他两人不会游泳还困在水
中，危在旦夕，请求帮助。报案男子
口中的两人被困在刷丹路丹巴县境
内巴底路段，虽然距离派出所仅有
300多米的距离，但该路段因连日暴
雨，已经水深超过1米。 汽车被冲
入河里被困人员抱住大树求生 ，救
援刻不容缓。李自华等人随即赶赴
现场，同时将相关情况报告乡党委、
政府请求给予器具和人员支援。乡
党委政府获悉险情后，立即安排大
型挖掘机并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当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因为现场的
车辆和人员已经不见了踪影，报案
人更是吓得瘫倒在地，放声大哭，望
着茫茫一片洪水，救援人员都也吓
出了一身冷汗。就在此时，眼尖的
民警发现在水中间一棵树上有两个
人在招手示意。原来，当报案男子

游出求助后，河水不断增高，车辆在
洪水的冲击下，漂出公路掉入大金
川河里，两人在车辆冲走前翻出车
窗，抱住树木才免遭被水冲走。

挖掘机救援未果，群众跳水引
绳相救 ，李自华称，原本救援组人
员是想通过挖掘机直接开展救援，
但当挖掘机开到了离被困人员5米
左右的距离时，洪水已经没过了机
轮，挖掘机不能再向前，救援工作
一度陷入了困局。看着咆哮的洪
水不断冲刷着树根，被困人员的情
绪也在失控，在大喊的同时，体能
也不断在消耗，很有可能等不到洪
水冲倒大树，被困人员就失足落
水，救援人员心急如焚。救援人员
试图扔绳子让被困人员接住的方
式进行救助，但因被困人员心理极
度恐惧，通过无数次的尝试均以失
败告终。就在此时，自愿参与救援
的一位当地群众，把绳子往自己身
上一系，穿上救生衣扑通一声跳下
了水向对面游去，并成功把绳子带
到了树上，双方通过小绳带大绳的
方式，确保了绳索的承重，同时也
把救生衣送到了被困人员手中。
被困人员成功获救，身体均无大
碍 ，在绳子的牵引下，两名被困人
员成功获救。民警将三人带到卫
生院做了相关检查，在确保身体无
大碍的情况下，对三人进行了批评
教育。对于三人的身份，李自华称
三人分别来自成都和眉山，此次前
来丹巴，是公司派来开展工作的，
由于三人手机等物品均被洪水冲
走，笔者暂无法与三人取得联系。

丹巴警民勇救被洪水围困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