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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金龙）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州
春季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时控
制食品安全风险，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州
食品药品监管局、州教育局组成联合督查
组，对康定、泸定部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进
行了专项督查。

此次督查，检查了四川民族学院、甘
孜州特殊教育学校等大学、中学、小学、
幼儿园（含私立）12 所学校食堂，通过听
汇报、查资料、看现场等方式进行，现场
对各类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堂
环境、人员健康管理、原料采购、食品加

工、餐用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情况进
行了检查。

从督查情况来看，部分学校食堂还存
在主体责任未有效落实、食品安全制度落
实不到位、食品安全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督查组现场进行了反馈。督查组指出，维
护和谐稳定大局，营造良好的校园食品安
全环境，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学校要提高
认识、增强政治责任感、政治敏锐性，紧
绷这根弦，做到防风险、守底线、保安
全。督查还针对存在的问题，现场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2份，责成县局立案2件。

州食药监局、州教育局

强督查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嗥）4 月 11 日下午，
2018 年州食安委第一次全体（扩大）会
议在康定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全面
落实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州人民政府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总结 2017 年全州食品安全工作，安
排部署 2018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州
政府副州长、州食安委副主任程静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州食安委成
员单位和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在州委州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
记“四个最严”要求为纲领，积极实践科
学监管，不断提升监管水平，食品安全
基础更加牢固，监管体系机制更加完
善，全州食品安全监管形势持续向好。

会议强调，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
新要求，全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必须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总揽，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坚持问
题导向，压紧压实安全监管责任，确保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政治站位，准
确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精髓；要强化宗旨意识，全面提高食
品安全水平和人民安全感、获得感、满意

度；要强化发展理念，不断提升食品产业
供给质量和健康发展水平；要强化科学研
判，积极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解决监管
中的矛盾和问题。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关系民生，饮食
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做好食品安全
监管工作，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食品，既
是党和政府赋予各级各有关部门的职
责，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期盼。
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食安委成员单
位要全面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视察讲话精神和全国、全省“两会”、全
省网格化监管暨地沟油专项整治等会议
精神，进一步坚持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
原则，树牢科学监管理念，采取有效措
施，要做到压实责任不放松，重点问题大
整治，风险防控出实招，示范创建亮特
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会上表彰了 2017 年食品安全工作
先进单位；为州级食品安全示范乡镇进
行了授牌；安排部署了 2018 年食品安全
重点工作。州食安委成员单位负责人，
各县（市）人民政府及海管局、亚管局分
管领导，各县（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
管局负责人、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及
州食品药品监管局班子成员、各科室和
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护航新时代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州食安委召开今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要闻 资讯

本报讯（县委中心报道组 吴远胜）
2018年是脱贫攻坚决胜战役的关键一年，
也是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为促进脱贫攻
坚及相关工作向纵深推进，近日，州委督
查组赴乡城县沙贡乡、白依乡、香巴拉镇
等乡镇进行督查。

“大嫂，您家每个月的低保金都到
账了吗？家里还存在哪些困难？”“这一
期的项目资金是否拨付到位？”……脱
贫成绩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州委督
查组深入田间地头、项目现场、生产一
线了解情况，从群众身边发现问题。

“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才能

全面查缺补漏，有效推进脱贫攻坚。”州委
督查组紧盯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
育、“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落实等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重点问题等亮出利剑，为
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役打入一剂强心针。

“通过督查，及时给我们指出了问题，
也对我们以后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
撑和指导。”乡城县脱贫攻坚办负责人
说，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继续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用督查的成
果促进各项扶贫举措的落实，确保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按期实现
整县脱贫摘帽的目标。

州委督查组

督查乡城县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本报记者）近日，我州蜂业管
理站在泸定县举办中蜂养殖实用技术与
中蜂遗传资源调查培训。培训会特邀请
省蜂业站副站长、推广研究员王顺海，四
川农业大学教授杨明显，对我州 13 个县
局分管领导、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养蜂大户
进行培训。

培训会上，杨明显教授针对我州专
业技术人员底子薄的情况，重点讲解了
中蜂生物学基础及在生产中的应用，通
过系统的讲解基础知识，补齐蜂农及专
业技术人员的短板；王顺海副站长以丰

富的实践经验，向参会人员讲解了适合
我州实际情况的中蜂养殖技术要点，并
在会上强调了我州中蜂资源调查的重要
性与紧迫性，对下一步将要开展的中蜂
遗传资源调查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
州蜂业站负责人要求各县要通过创建适
度规模中蜂养殖示范场来引导蜂农改变
落后的中蜂养殖观念，提升技术水平，推
动我州蜂业快速发展。

通过此次培训，对促进我州蜂产业发
展、提升地方蜂品种保护意识、加快养蜂
户增收致富具有重要作用。

加强技术培训

助推我州“蜂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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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婧蓝

3 月 26 日，四川省深度贫困县
科技扶贫万里行活动启动。今年
首批10个专家服务团当天启程，赴
昭觉、马边、汶川、泸定等12个深度
贫困县开展对口帮扶。今年，我省
将有 74 个专家服务团下沉到 45 个
深度贫困县开展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在扶
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当脱贫

攻坚步入“深水区”，面对“硬骨
头”，如何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从根本上斩断“穷根”，才能真正
地摆脱贫困，摘掉“穷帽”。

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扶贫更需要“渔”这样的源动
力，光是靠“鱼”总有取之尽用之竭的
时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
题，还会滋生许多“负面”的问题，而
科技扶贫可以说是通过智慧的方式
改变贫困，激活了扶贫的一池春水。

根据计划，从今年起至2020年，

我省将采取“人才+团队+项目”方
式，每年从全省统筹选派400余名科
技专家服务深度贫困县1000人次以
上。通过人才去帮助群众拓宽增收
的渠道，增加收入，既是利用科技的
方式支撑了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能
力，也能够凝聚更强大的信心，助力
干群加快摆脱贫困的步伐。

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
向相关部门和科技人员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和挑战，不仅不能松懈，
还要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更需要挺

身而出、不断创新、周密落实，才能
让科技成为融化贫困的“一把火”。

科技扶贫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工程，收效慢，投入长，这就需要

“绣花精神”，不仅仅能够在时间上
守得住，更要在工作上细致，才能
沉心静气地坚持下去，通过科技的
方式实现人人都大有可为，让科技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科技扶贫，用智慧改变贫困

经济 随笔

■冯亚星 陈丽

产业扶贫“筑梦”
攻坚要拔穷根

一台台生产机器运行有序，一
袋袋加工完成的生物炭摆放整齐，
村集体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省级督
导组在上罗乡生物炭加工工厂开展
督导了解到：早在2016年，炉霍县上
罗乡调整传统产业发展思路，整合
五个贫困村的产业扶持周转金及财
政配套资金，以“公司+合作社+贫
困户”的模式成立了上罗科马乡生
物质能成型燃料加工厂。

该产业充分利用了当地资源优
势，将枯枝、牛粪、木屑、秸秆等农林
废弃物松、散、软的生物质经机械挤
压成型制成新型燃料，该燃料耐燃、
无烟、无尘、无污染。同时使农牧民
手里农林牧产生的附产物及废弃物
变成了宝贵的资源，产生新的价
值。如今，该产业已为上罗乡所有

贫困群众每户增收达 500 余元，当
地群众初尝发展脱贫产业的甜头，
更坚定了致富信心。“要想致富快，
全靠产业带，我们一定要在因地制
宜的原则上创新产业发展思路，上
罗乡这个产业思路新颖可行，一定
要坚持把它做好做大，以质优益广
的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加快致富步
伐。”在实地督导完后，省总工会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杜长江说。

2015 年以来，炉霍县致力在产
业上求突破，“飞地”产业是炉霍县
委、县政府充分把握中央、省、州关
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
坚产业扶贫政策，结合该县贫困村
产业发展实际，创新提出的产业发
展模式。2017年，48个贫困村每村
获分红收入 6 万元，共计 288 万元，
带动3179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300
余元。同时，围绕朱倭片区中藏药
材种植、加工，新都片区建材、商贸、
物流、文化旅游集散中心建设，罗宗

片区高原特色畜牧业，虾拉沱片区

高原现代生态农业园区等“四大”产

业发展功能区建设，本着宜农则农、

宜牧则牧、宜商则商的原则发展“短
平快”产业，成立农牧民专合社 46
个，完成1240亩地膜油菜、3930亩黑
青稞、3318 亩康青 7 号、46000 棒黑
木耳种植；完成382头奶牛养殖、200
头藏绵羊、70头梅花鹿，105头藏猪，
200只藏鸡养殖，50座暖棚建设等产
业发展任务，推动各贫困村发展特

色产业，各贫困村人均分红达到80
元—700元人民币。

四好营造“新风”
脱贫要摒陋习

州级督导组对卡娘乡9个行政
村进行了全面督查，共计走访调查
106户农户。 锃亮的家具、整齐的
农具、亮堂的厅室、干净的庭院和
当地群众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给
督导组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次深
入炉霍县督查工作的州国土资源
局工作人员感慨地说：“作为炉霍
县脱贫攻坚专项督导工作牵头单
位，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深入炉霍县
各乡镇开展工作，每次来都能看见
这里有惊喜的变化，卡娘乡群众

‘四好’意识的建立让我们切实感
受到了脱贫攻坚给群众带来的转
变，只有养成了好风气，形成了好
习惯才能让群众真正过上好日子。”

近年来，炉霍县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按
照“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基本
要求，以幸福美丽新村建设“五大
行动”和文明村镇创建为抓手，对
照“四好村”创建标准和考评指标，
全面开展“四好村”创建工作。开
展“激发内生动力、感恩奋进奔小
康”主题宣讲、“村规民约入户”、

“山歌唱脱贫”、“霍尔变化大家谈”
等活动，大力营造勤劳致富、光荣
脱贫氛围，以此增强脱贫攻坚内生

动力，增强群众感恩奋进意识。截
止目前，炉霍县已成功创建省级四
好村 2 个，州级四好村 21 个，县级
四好村36个。

搬迁收获“民心”
致富要挪穷窝

县级督导组在充古乡开展督导
工作的过程中，当地易地搬迁工作
让他们感触颇深。2017年充古乡易
地扶贫搬迁户达到22户，涉及人口
110多人，搬迁规模居全县第二。这
对于既无产业优势又无发展基础、
既受束群众传统思想又受制硬件设
施薄弱的充古乡来说，难度不亚陋
习 于重建一个自然村。

然而，充古乡党委政府在上级
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下，迎难而上，
以干部多动带动群众主动，组织全
乡干部群众全力做好搬迁工作，确
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可发
展、能致富。如今，呈现在人们眼前
的是整齐划一的崩科新居、洋溢在
群众脸上诚挚的笑容。“易地搬迁政
策切实解决了困难群众最大的困
难，真正显党恩真情、惠百姓福祉、
解民众忧难，值得点赞。”县攻坚办
督查人员说。

易地搬迁是最大的民心工程，自
2016年易地搬迁工程实施以来，炉霍
县已全面完成264户1071人口的易地
搬迁任务，建成下罗科马乡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

聚力攻坚拔穷根
——省州县三级全覆盖督导炉霍脱贫攻坚工作走笔

3月20日，省总工会、省机
关事务局、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州
政协、州国土资源局及县攻坚办、
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等20余家单
位组成的省州县三级脱贫攻坚全
覆盖督导工作组，深入炉霍县上
罗乡、卡娘乡、充古乡开展2018
年第一轮脱贫攻坚全覆盖督导。

▶

▶
▶

本报讯（海管局中心报道组 江洋 秦
飞）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今年以来，海
螺沟加大农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确保
就业扶贫工作精准发力。

强化开发力度，促进本地就业。按
照“按需设岗、总量控制、属地管理”原
则，积极开发以环境绿化、卫生保洁、
道路维护、治安巡逻等为主的公益性
岗位，托底安置无法转移就业的贫困
户 劳 动 力 ，帮 助 其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截至目前，海螺沟共计开发农村
公益性岗位 100 个。

注重开发实效，突出重点安置。今年
以来，共开发公益岗位协助管理类岗位17
个，重点安置了1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完善管理机制，确保能进能出。开展
不定期专项督查工作，采取随机抽查、查阅
资料、走访贫困户等方式对公益性岗位安
置、岗位补贴发放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管，确
保农村公益性岗位安置工作扎实推进。

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

海螺沟就业扶贫精准发力

本报讯（记者 张嗥 文/图）为进
一步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普及国
家安全知识。4月13日，在第三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州委宣
传部、州委网信办、州公安局、州国安
局、四川民族学院主办的“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专题活动在四川民院举
行。据了解，此次活动以送法进高校
为主旨，通过“线上线下”齐互动的形
式，广泛宣传《国家安全法》《网络安
全法》等涉及国家安全及网络安全的
相关法律知识。

活动现场，州公安局网安支队
为四川民院师生作了以“开拓新时
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主题的
宣讲活动；州国安局组织四川民院
以系为单位，开展了国家安全知识
竞赛活动；移动、电信等相关部门通
过开展现场知识解答，发放纪念品、
宣传手册等形式，广泛宣讲了网络
安全等相关安全知识。形式多样的
宣传，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大二
学生李珊表示，过去自己对网络安
全毫无意识。通过今天的活动，让

自己知道了手机、电脑等信息通讯
设备其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自
己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会用学习
到的安全知识，做好防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使安全
知识广泛深入人心，活动还通过“微
甘孜”等平台，通过网上答题和网下
抽奖等形式，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让
广大师生在寓教于乐的氛围中学习
了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知识。四川
民院还组织开展了主题班会、网上
知识竞赛等活动。四川民院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从 4 月 5 日起，四川
民院正式开始国家安全教育宣传活
动，通过组织校易班发展中心利用
易班平台建立了优课课群，群内涵
盖国家安全教育宣传视频、国家安
全法学习资料，并设置有线上知识
竞赛环节和话题互动环节。据了
解，截止13日，易班平台已经吸引近
两千人进入，国家安全教育宣传视
频观看量达1339人次，国家安全法
学习资料浏览和下载量达 3314 人
次，话题互动量达2400人次。

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我州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题活动

活
动
现
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