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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春 的 巴 塘
县中咱镇波浪村，
桃花怒放，宛若世
外桃源的仙境。

当巴塘县委、
县政府决定将千
亩毛桃基地的项
目落到这个村的
时候，就注定了波
浪村的发展历史
将从此改写。

昔 日 因 缺 水
连灌木都难生长的
荒山，在大型机械
的轰鸣声中，3000
余亩的不毛之地开
始了它的新生。近
距离触摸这一方土
地，给人的印象除
了“震撼”还是“震
撼”：从项目立项到
一棵棵毛桃树苗根
植这里，不到半年
的时间，土地整理、
灌溉系统、生态治
理……这片荒山展
露出新的生命力。

随 着 精 准 脱
贫进入攻坚期，巴
塘发展面临着重大
的挑战与机遇，产
业如何重构，贫困
群众如何实现可持
续增收，县域经济
如何更好地发展，
大自然对于巴塘这
座县城的眷顾如何
转变为助推巴塘长
远发展的动力，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如何在
巴塘落地生根……

巴塘，如何走
向未来？巴塘，如
何书写好这份新
时 代 的 答 卷 ？巴
塘，怎么发力？

1 月 13 日，经地近半时间的建
设，巴塘蛟龙港游乐园正式开园迎
客，这一天，数千名巴塘群众带着孩
子走进游乐园体验稀奇。

发展，必须开放，唯有开放才能
更好地发展。

巴塘县充分借助双流援建的力
量，加快招商引资，力促产业突破。

游乐园项目就是借助双流援建
引入，由蛟龙港集团规划设计，巴塘
县整合企业援建资金、村集体产业发
展基金、村民入股资金建设，运行4个

月时间，累计收入50余万元。
“要发展产业，必须要有市场主

体，要借智借力，扩大开放、招商引资
是最好的办法。”县长张家志说。

通过扩大开放，巴塘县松多乡迎
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在双流对口援建力量的帮助下，
巴塘县高原鲜生态农业蔬菜园区项目
和“318零”山泉水项目成功落地巴塘，
并选址在松多乡。高原鲜蔬菜项目整
合了全县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产业发
展基金，引入山东寿光高科农业的资

金和技术力量共同打造，总投资3000
余万元，项目建成后将年产1200余吨
高原生态蔬菜，为全县带来每年700
余万元的纯收益，这些收益将按照股
本比例全部反哺给全县群众。

“318 零”山泉水项目，由松多乡
的村集体产业发展基金和成都牧山
泉水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除了按股
本比例给群众分红外，公司还将按每
销售一大桶水提取 1 元，每销售 1 小
瓶水提取1角的标准，为巴塘提取扶
贫基金，助力巴塘脱贫攻坚。

大开放需要大魄力。
“从山东寿光到巴塘5200多里，但

是我们来了。原因有三个，一是巴塘县
委、县政府为民做事的态度感动了我们；
二是巴塘县委、县政府做事的决心打动
了我们，立说立行，敢说敢干；三是巴塘
干部的责任心坚定了我们投身高原发展
的信心，有责任、敢担当。”山东寿光高科
温室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彩说，巴
塘虽然发展落后于内地，但是想发展的
观念和谋发展的决心并不落后于内地。
县委中心报道组 韩国梁 志玛 文/图

巴塘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甘孜日报深圳电“这是
什么菌类，是野生的吗？”“是
的，是高原野生松茸，在烹饪
时可以煎煮，还可以生吃，不
仅味美，营养价值还高。这里
还有牦牛肉干等，都是本地
原生态绿色产品，你们可以
品尝。”……5 月 13 日，参加
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我州
展馆台前热闹非凡，康定市
达折渚生态农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洛布向前来购
买产品的深圳市民和游客们
一一解说道。

自参展以来，我州展馆
就备受当地市民和游客们的
关注，大家围在展台前品尝
可口的牦牛肉，争先购买包
装好的野生菌、青稞等系列
产品。“通过洛布的介绍，我
们了解‘达折渚’的由来是古
代康定的藏文译音，康定是
个物产丰饶、风光美丽的地
方。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带

家人前去领略当地的风土人
情。”市民张先生感慨地说。

据了解，康定市达折渚
生态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依托本地丰富资源，坚守“以
人为本，诚信为商”的原则，以
本州生态特色野生菌类、中藏
药材、牦牛肉开发为主业，创
新创业、精益求精，开发出了
系列高原生态野生菌、青稞、
牦牛肉产品。2015年，公司代
表甘孜州参加了“意大利米兰
国际食品展暨欧洲经贸团”，
将我州生态特色农畜产品推
向欧洲，搭建康欧农产品进出
口交易平台，展示了情歌文化
和康定品牌。

“通过三天的展销，销售
收入还可以，有定购和意向
定购的，公司还对海外有合
作意向的经销商发出了邀
请。”谈起参展的收获，洛布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记者 宋志勇 文/图

康定“达折渚”产品受深圳市民热捧直
击
深
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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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近日，白
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
到该县盖玉片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沙马乡、盖玉乡以及叶
巴滩电站施工现场，就安全生产、道路管理、消
防、食品安全、地质灾害点等进行了全面执法检
查，对执法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
理，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在随后举行的安全生
产检查反馈会上，各职能部门分别通报了此次执
法检查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盖玉、沙马、山岩
乡和叶巴滩水电站施工企业负责人针对执法检
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在反馈会上分别作了整改表
态发言。

检查组要求各部门和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
全州安全生产会议精神，要按照属地管理、领导
管理原则，落实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行一
岗双责制，要对安全生产严管敢管。对发现的问
题，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通过检查，拟定整改
措施。同时要强化地质灾害点的监测，落实巡查
责任。

县委中心报道组 徐平波 杨娟

甘孜日报讯 甘孜日报讯 近日，为确保
G318线沪聂路二康段三道拐处过往车辆安全、畅
通，泸定公路分局结合该处长、大下坡路段的特殊
情况，融合“交通+旅游”的发展理念，对该处重点
路段增设彩色减速带，实现在关键路段有效控制
车速的目的，确保过往司乘人员安全。

G318线沪聂路二康段的三道拐是一个交通
事故高发路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车祸，造成堵
车。接养后，泸定分局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增设了
钢筋混凝土减速梗，有效地减少了交通事故频率。
近期，由于超期超负荷，该处的钢筋混凝土减速梗
已经破损，造成该处道路安全隐患。

彩色减速带原设计为纵向满铺，根据三道拐
车辆行驶状况，减速效果不明显。分局工程技术人
员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后，及时调整方案将满铺改
为分组设计，这样既节省了工程造价又提高了减
速效果。红色振荡减速标线的设置，既达到了提示
车辆驾驶人员在陡坡上减速行驶、注意行车安全
的目的，又贯彻了公路服务我州“全域旅游”的宗
旨，尽量满足了司乘人员的安全感和舒适性。施工
结束后，工程技术人员开展质量回访，确定该彩色
减速带符合施工要求，并满足夜间行车的视觉效
果，提高了夜间行车的安全性。

贺淑明

泸定公路分局
增设减速梗保安全

白玉县
安全整治出“重拳”

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推
进全面小康的征程上，巴塘县委、县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始终抓住经济发
展不放松，把深入实施农业综合开
发、产业发展作为脱贫攻坚、实现富
民强县新跨越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勠力同心，把巴
塘建设好、发展好，为巴塘的美好明
天和全县与全州、全省、全国人民同
步小康而努力奋斗。这个重大的责

任，就是对巴塘的责任。让巴塘发展
的更美好，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县
委书记汪玉琼说。

这，是巴塘决策者对全县人民的
承诺。殷殷话语背后，一个惊艳藏区
高原的“巴塘故事”，正悄然萌动，徐
徐开启……

没有产业，县域经济就是一张白
纸，产业发展不起来，贫困就无法摆
脱，巴塘的明天就永远停留在嘴上。
发展产业，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
必须结合巴塘的现实条件，统筹谋

划，必须拿出十足的力气强力推进。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受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市场因

素、干群观念、人才匮乏等因素的制
约，巴塘产业重构的路程，注定是一
场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与实践。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巴塘县各级
干部群众奔波在高原江南的每一寸
土地，问市场、察民情、推演讨论。

千亩毛桃产业基地项目、水电移
民扶贫工程、地巫乡易地搬迁项目、
莫多苹果基地项目、高原鲜温室大棚

蔬菜项目、318零矿泉水项目、蛟龙港
巴塘现代游乐园项目……县委、人
大、政府、政协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强
力推进。

为了加快项目建设，巴塘县采取
挂图作战、倒逼工期，每一个产业项
目经过论证确定实施后，就全力以赴
推进。每天，巴塘县脱贫攻坚工作群、
项目推进工作群，大家都上报工作进
度、开展情况，主动作为、创新作为、
加快作为成为巴塘聚力谋发展的工
作常态。

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河滩荒地摇身变果园
巴塘，水果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

基础与条件，巴塘的苹果产业历史久
远，是中国第二大苹果基因库。然后，
受人才技术、产业规模等因素的制
约，苹果产业发展一直裹足不前。

为了重振巴塘的苹果产业，巴塘
县整合生态转移资金 2000 余万元，
作为水土保持项目在莫多乡启动了
苹果基地建设。

莫多乡朗翁村的村民怎么也没
有想到，山涧里500余亩的河滩荒地
有一天会变成苹果产业园。

2017 年下半年，巴塘县百里金
果走廊产业示范带从莫多开始启航，
朗翁村成了受益者。这片荒地通过土
地整理，完善了灌溉系统。今年春天，
数万株苹果苗便在这片荒地上扎下
了根。

“这片苹果基地，我们栽种的都
是优良品种，现在已全部存活，将来
这里将成为巴塘的苹果产业基地。”
巴塘县农牧局副局长包文广说，春赏
花，秋品果，莫多苹果产业基地将成
为巴塘农旅互动产业的一张新名片。

让产业立起来，让农民富起来。
以农促旅、以旅助农、农旅结合

发展的思路成为巴塘产业重构的重

要方向。
中咱镇波浪村将成为名副其实

的桃源仙境。
在乡村振兴、绿色生态战略的支

撑下，“产村相融、产景相融、村景相
融”以农促旅、以旅助农发展的最初
构想由规划图变成了实景图。3000
余亩的毛桃产业，在这里扮靓荒山，
富民增收。

扩大开放迎来新机遇

甘孜日报讯 近日，甘孜县安办组织县安监局
深入企业，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

该县安监局执法人员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
进行暗查暗访，先后深入各加油站、充装站和烟花
爆竹零售摊点，对企业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完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消防设施设备配置、操作人
员安全教育培训、机械设备运作等情况进行了全
方位的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
采用当场督促整改和下发限时整改指令两种措
施，要求企业对存在安全隐患立即或限时整改。同
时，针对达通玛加油站路程远、监管难等问题，县
安办组织查龙镇政府和派出所负责人召开专题会
议，将执法监管任务委托到了属地乡党委政府和
派出所。

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8人次，执法
车辆2台次。检查企业12家，排查安全隐患16处，
当场督促整改 12 处。下达限时整改指令 4 份。针
对双利加油站库区带电作业、堆放可燃物等重大
隐患，进行了停业整顿整改，为高危行业汛期安全
生产平稳过度夯实了基层基础。

县委中心报道组 余应琼 刘宇宏

甘孜县
深入排查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 重在落实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监管，巩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成
效，州食品药品监管局决定自 5 月起至 6 月底开
展为期2个月的“五毛食品”专项整治工作。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以校园及周边为重点区
域，以面向学生制售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为重点对
象，以“五毛食品”（即单价为“五毛”左右的调味
面制品（辣条）、豆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膨化
食品、糖果、饮料等小食品）为重点品种，集中力
量开展整治。为配合专项整治工作，排查风险隐
患，提高监管的准确性，确保整治工作实效，共安
排“五毛食品”抽检监测50批次。其中，调味面制
品和膨化食品的抽样量总和原则上不低于总抽
样量的30%。

专项整治工作将本着“依法、从重、从严、及
时”原则，严厉打击“两超一非”等违法行为，坚决
取缔无证生产“五毛食品”的“黑窝点”、“黑作
坊”，做到发现一批、打击一批、有案必查、严肃处
理，彻查问题食品来源和流向，防止不合格食品
流入市场。

刘斌

州食药监局
整治不合格“五毛食品”

巴塘县现代生态农业园区规划鸟瞰图。

市民在展台前询问土特产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