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杨 编辑 杨燕 组版 曹雪原 图片总监 廖华云 · 新闻监督和读者评报热线电话：(0836) 2835060 新闻热线电话：(0836) 2835756 · 康定地区天气预报：晴转多云 最高温度：11℃ 最低温度:-3℃

社长 洼西彭错 值班副总编辑 周华2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冬月十六

2018年1月

今日8版

第12241期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18 报刊代号：61——66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凝聚正能量 传播好声音

康巴传媒网：http://www.kbcmw.com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GANZI DAILY

热烈祝贺甘孜藏族自治
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和政协甘孜藏族自
治州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召开

本报讯（赵永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对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等提出了具体要求。新时
代努力实现新作为，去年以来，我州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切实将我州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显完善，“三会
一层”建设取得新突破。全面推进规范的
董事会建设，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落实董事会在重大决策、薪酬考核、

选人用人等方面的职权，现已完成州投资
发展集团等 5 家企业董事会规范化建
设。完善公司监事会内设外派运行机制，
建立科学规范的监事会成员选人机制，充
分发挥监事会监督职能，去年向9户企业
外派14名监事，5户企业已完成年度监事
检查报告，并开展专项延伸检查，实现二
级企业监事检查全覆盖。调整经理层管
理权限，转变现有经理层成员管理方式，
分类推进市场化选聘经理层，对经理层实
行契约化管理，完成州融资担保公司等2
户国有企业董事会依法选聘经理层，市场
化选聘经理层4人，向州旅游集团等6户

企业选配12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在“重

组整合”上取得新突破。成功组建“三大
集团”，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川航重组康定机场集团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完成州金控投融资公司、圣洁
甘孜大草原有限责任公司、州城乡建设
投资管理公司的组建；国有资产在旅游
业、能源业、矿产业、现代农牧业等领域
投资占比达到 90%以上，主动承担我州
经济发展翻身仗生力军责任；尽职推进
四川里伍铜业公司上市工作，准备二次
冲击 A 股上市，积极开展稻城亚丁景区

公司上市工作，提高资产证券化水平。
经济实力和运营能力显著增强，国企

“综合实力”取得新突破。去年完成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3216万元，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2144万元的150%，较去年同比增长
60.48%。截止去年11月，全州国有企业资
产总额达到 129.76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34亿元，所有者权益77.16亿元，应交税
费 1.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5%、36.1%、
5.4%、71.2%，利润总额突破亿元大关。全
年完成重点项目投资6.38亿元，超目标任
务218.95%；完成参股装机25.89万千瓦，
完成州政府目标任务15万千瓦的173%。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全州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新突破

本报讯（州政府办）近年来，我州以
“五个围绕”多措并举扶持特色产业发
展，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新发展，有力助
推全州脱贫攻坚。

围绕特色抓重点。加力推进农产品
加工业、中藏药业和民间手工艺业等助
农增收特色产业发展，逐步形成东部以
粮、果、水加工为主，南部以菌、酒、肉加
工为主，北部以奶、茶、药、油加工为主的
工业发展体系。加快推进康东、康南、康
北3个特色农产品集中加工区建设，重点

支持康定鸳鸯坝中藏药业园区、理塘现
代农牧产业园区建设，有效带动农牧民
增收。

围绕企业抓带动。加大工业产业扶
持力度，储备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
强、经济总量大、发展质量好，能有效提
高农牧民增收的项目。乡城亚丁红等6
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中藏药企业与农牧
民建立合作共享机制，直接带动5000余
户农牧民增收，其中500余户贫困户年均
新增收入2000元以上。

围绕项目抓扶持。着力破解制约工
业企业发展的资金难问题，积极争取并
落实工业产业扶持资金3447万元，重点
支持九龙雅砻江矿业、泸定雪森公司、乡
城亚丁红等企业发展壮大。

围绕产业抓龙头。大力实施“工业
强州”战略，积极培育康定营盘砖厂、康
定小天都建材、泸定元正食品等企业升
规，重点培育德格宗萨藏医药公司、海螺
沟古谷水业、得荣舞韵金沙酒庄等企业
成为州级龙头企业。康定蓝逸公司、炉

霍康巴圣德、得荣太阳魂公司、泸定雪森
美好食品公司、乡城亚丁红、藏青兰等进
入省级龙头企业。

围绕市场抓推介。积极拓展市场，
搭建销售平台，扩大产品影响力。组织
炉霍雪域俄色公司等企业参加十二届东
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第十四届中博
会和贫困地区企业进北京活动。抓住对
口援建契机，组织康定青藏谷地等10户
企业入驻广东“圣洁甘孜”专柜 ，不断提
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用率。

我州多措并举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州住建局）干
净的街道、明亮的路灯、有
序的车辆停放、规范的垃圾
存放点……一幅幅整洁美
丽的城乡新画卷无一不展
现着我州大力推进城乡提
升战略的丰收果实。去年
以来，我州大力实施城乡提
升战略，奋力打造高原藏区
特色城市。

集中力量推进基础建
设。结合全省“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年行动”，2017年投入
资金12.99亿元，实施城市道
路交通、供水、防洪排涝、垃
圾污水处理、园林绿化、电
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项目54个，县城综
合服务功能日益增强。

突出重点展示文化特
色。结合各县（市）地域特
色和民族文脉，积极开展城
市设计，从整体平面和立体
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
协调城市景观，体现城市地
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
貌，着力打造康定、泸定、九
龙、丹巴、理塘、新龙、稻城、

甘孜、德格 9 个独具康巴藏
区特色的“魅力县城”。

持之以恒改善人居环
境。将去年定为“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年”，制定《甘孜州
2017 年度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和城乡提升实施方案》，
重拳整治“九子一线”乱象，
卫生死角多年沉积的垃圾
得到极大清除，城镇公共厕
所得到极大整治，城市建设
施工扬尘得到极大改善，城
市更干净、更有序、更宜居。

坚定不移整治违法建
设 。 召 开 城 乡 提 升 现 场
会，曝光违法乱建突出问
题 ，切 实 制 定 整 改 措 施 。
举办全州城镇规划建设管
理 专 题 培 训 班 ，组 织 州 、
县、乡三级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及全州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负责人赴浙江大学学
习规划建设管理知识。深
入开展拆除乱搭乱建整治
工 作 ，制 定 问 题 整 治“ 清
单”，11 月以来全州整治屋
顶违章搭建 2594 处，面积
约209235平方米。

我州着力打造高原
藏区特色城市

本报讯（本报记者）近日，
由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下发
了《关于表扬四川省优秀乡村
少年宫的通报》，我州新龙县河
口片区寄宿制学校乡村学校少
年宫、泸定县泸定桥小学乡村
学校少年宫、乡城县城关小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和丹巴县中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 4 所乡村少年
宫光荣上榜。

新龙县河口小学少年宫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
分别开设了音乐、体育、书画、舞
蹈、阅读、信息技术、科普七个兴
趣活动小组，每个学科、项目活
动都有 1 至 2 名教师全面负责、
督促、指导。通过举办学生才艺
表演、歌咏比赛、书画比赛等活
动培养学生勤动手、善思考、敢
创新的习惯，不断激发学习兴
趣；通过开展阅读演讲比赛，篮
球赛、拔河比赛等活动，丰富少
年宫活动的内容，展示兴趣小组
活动的效果；通过开展礼仪普
及、安全教育、红色经典诵读等
活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提
升综合素质。

泸定桥小学大力弘扬红色
文化，打造少年宫特色活动，将

“读红色书籍、听红色故事、做
红色传人”作为少年宫的一项

重要特色活动。利用国旗下的
演讲、板报、宣传诵读、瞻仰红
军纪念馆等形式，营造出了浓
厚的红色校园文化氛围。使泸
定桥小学少年宫建设有了自己
鲜明的特色。

乡城县城关小学乡村少年
宫是一个集体育、艺术、科技、劳
技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场所，室
外塑胶操场面积2800平方米，配
合有环形跑道、篮球场、羽毛球
场及各类室外健身器材，可容纳
五百多名学生同时进行活动，是
开展各类兴趣活动的理想场所。

丹巴中学乡村学校少年宫
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农村未成年
人实际，注重道德教育、养成教
育、体验教育和实践教育，努力
为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
条件、营造环境，促进农村孩子
全面发展。学校依托现有的设
施、场地、师资力量，发掘、整合
各类教育资源，建成现在的乡村
少年宫。目前，少年宫建有舞蹈
室、音乐室、美术室、棋类室、科
普室、图书室等功能室。利用课
余时间、双休日、寒暑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以乐促
智；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培训活
动，以技促能；开展内容鲜活的
经典诵读活动，以读养德。

我州4所乡村少年宫荣获省级
优秀乡村学校少年宫称号

本报讯（州纪委宣办）日前，
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谭晓政代
表州纪委常委会向州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报全
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情况。第十二届州人大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州、县
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谭晓政在通报中指出，一年
来，在省纪委和州委正确领导
下，州纪委按照“服务大局抓监
督、执纪为民到基层、严肃问责
促落实、标本兼治树新风”的总
体思路，聚焦全州发展民生稳定
大局，从严监督执纪问责，着力
创造具有藏区特色、甘孜风格的
纪检监察工作新业绩。主要体
现在“八个坚持、八个新”：一是
坚持自上而下、上下联动，压实

“两个责任”呈现新局面。二是
坚持聚焦问题、正风肃纪，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新进展。
三是坚持暗访为主、追责为辅，
监督检查有新作为。四是坚持
铁面执纪、从严从实，惩贪治腐
取得新成效。五是坚持统筹谋
划，分步推进，派驻机构改革迈
出新步伐。六是坚持全面覆盖、
强化震慑，巡察利剑发挥新作
用。七是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
治，教育预防取得新进展。八是
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纪检队伍
再树新形象。

谭晓政向与会同志通报了
全州监察体制改革推进情况。
一是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党委
书记当“施工队长”，人大常委
会主任亲自参加试点工作小组
会议，确保试点工作保持良好
的态势。二是成员单位履责到
位，全州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合
力较好。 （紧转第四版）

州纪委向州人大常委会通报
全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宋志勇）近
日，由省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
任、省河湖管理保护局局长徐广
渊带队，省委农工委、省发改委、
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河长制
办公室、省河湖管理保护局组成
的省级验收考核工作组一行 8
人，深入雅江、康定、泸定 3 县
(市)9 个乡镇 10 多个点位，通过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抽查、
问题质询等方式，对我州全面建
立河长制进行了集中检查。

省级验收考核工作组认为，
全州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
门能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建立河长制
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自身实
际，积极作为、勇于探索，基础工
作细致扎实，宣传方式丰富多
样，制度建立拓展创新。但也存
在个别河（段）长公示牌内容更

新不及时等问题。
省 级 验 收 考 核 工 作 组 要

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河长制
办公室及总河长办公室成员单
位，要进一步深入贯彻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政策意识，鲜明
工作态度，着力狠抓全面推进
和落实，着力压实各级总河长、
河（段）长责任，统筹推进全州
河湖管理保护工作。

州总河长办公室主任、州政
府副州长何康林向考核工作组
作了我州河长制工作汇报并郑
重表态，表示将严格按照省级验
收考核工作组对我州全面建立
河长制工作提出的整改要求和
指导意见，提高认识，聚焦问题，
补足短板，（紧转第四版）

我州全面接受河长制省级验收考核
元旦前夕，康定市姑咱镇、雅拉乡分别开展了“聚焦新目标·踏上新征程·建设新康定”元旦文艺演出和“歌

颂十九大·喜迎新时代”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两场文艺汇演活动共吸引了2000余名群众驻足观看。图为元旦
文艺演出现场。（市委中心报道组 高瑜 摄)

建设“康巴红新龙”
——专访新龙县委书记泽仁旺堆

■本报记者 唐闯

州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谋划了今后一
个时期我州事业发展，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动员全州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决打赢深度贫困脱贫攻坚战，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
小康甘孜。就如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和州委十一届四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将会议精神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近
日，新龙县委书记泽仁旺堆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新龙县如何重新认识

自己的发展优势？
泽仁旺堆：党的十九大、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

十一届二次全会和州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指明了发展方向，指出了奋斗路径，新龙县迎来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国家生态发展战
略的指引下，随着雅康高速通车在即，随着格萨尔机
场即将建成，我州全域旅游的带动作用将越发明显，
新龙县的“后发”优势将逐步凸显。站在这一战略高
度和视野下，新龙县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资源，奋力
实现“底部突围”。

由于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历史上较为封闭，新龙
的原生态文化和旅游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
承。成就了厚重的人文资源，（紧转第四版）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县（市）委书记访谈

泸定县发展特色产业助脱贫奔康
详见02版

引得清风正气来
详见03版

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干好工作
详见04版

今 日 推 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