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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帮我看看，我摩托车打不起火
了。”6月12日一大早，各古乡亚所村民格翁
推着摩托车找到正在与记者交谈的“修车
师傅”尼玛批错。

试电启动，打不着；看化油器，没问题。
尼玛批错盯着迈数表琢磨一会，动手调整
起怠速，调整好后，一打火，发动机转起来。
格翁伸出大拇指：“厉害哟，兄弟！”

“看来，参加培训好处大哟，下次我也
好好去学学。”格翁所说的培训，是今年 4
月新龙县人才交流和就业局在亚所村举办
的摩托车维修技能培训，当时有52名村民
参加。“上次你就该去学，你想我们都在骑
摩托，自己能修理，就可以不去花钱，说不
定还可以开铺子挣钱。”尼玛批错一席话
让格翁频频点头。

沙堆乡科查村贫困户克呷学会了摩托
车维修技术，把修理铺子开到了甘孜县城，
最多时铺子里还请了3个帮工。“技术培训让
我脱了贫，现在每天至少能挣两百元，最多
的时候有四五百。”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克
呷满心喜悦。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6月11日，一
名精干的女子穿梭于县城“好又多超市”，为
消费者进行导购。这名女子是绕鲁乡布日村
贫困户白玛翁姆，她在超市工作每月有
3000元工资，还有多劳多得的绩效奖，她很
感谢县人才交流和就业局的培训和推荐。

拿到缝纫技术培训证的贫困户充翁巴
姆更是激动开怀：“有了技能，我心里就更
踏实了。脱贫，是国家在帮我；致富，还得靠
自己的双手。”

据县人才交流和就业局长马良向介绍，新
龙县依托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平台，通过
上门入户走访、电话短信联系等方式开展实名
登记，动态掌握了劳动年龄段内贫困人员的就
业状况、技能水平、求职意向和培训需求。仅去
年就对不同村落有针对性地进行摩托车维修、
缝纫技术、木匠工艺、唐卡绘画、家政服务等培
训15场次，培训人数达673余人次，其中贫困户
占比高达75%。

“我们现在已经与宜宾市职业技术培
训学校达成‘一帮一’协议，8 月份将送 30
名人员（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8名）到宜宾
参加特色旅游服务培训。”县人社局长李云
贵表示，技能培训将向更高层次“进发”，通
过培训促进就业。

培训促进就业，开发专项扶贫公益性
岗位同样也能促进就业。6月10日，色威乡
色威村生态护林员格呷说起眼下这份工作
显得格外激动：“我每月要巡山15次，一是
防火，二是防止有人乱砍乱伐。巡山虽苦，
但每月有450元收入，我一定要好好干！”

目前，新龙县已开发设立村级灾害监测
员、村级草场维护员、村级森林资源管理员、
通村公路养护员、村级环卫保洁员等8类公
益性岗位，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1627人，实
现了有条件的贫困户“1 户 1 人 1 技能 1 就
业”全覆盖。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眼
下，豪迈挺进在脱贫奔康征程中的新龙人，
正以奋斗的姿态攻坚决战，并将“摘帽”的
时间锁定在了公元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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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
相关负责人赴我州雅江、巴塘、白玉、甘孜等七县
调研《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调研组实地对雅江县呷拉镇片区寄宿制学校
食堂、巴塘县教育园区、白玉县察青松多酒店、甘
孜县富利超市、丹巴县半扇门中学、康定市青藏谷
地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21家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体资格、进货凭证、经营台账、从业人员
健康检查、质量管理规范执行情况以及道孚县龙
灯乡政府、丹巴半扇门乡政府等7个乡镇食安办
开展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还听取了各县

（市）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汇报。
调研组对州政府办理落实州人大常委会对

《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情况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就个别生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存在
的“三防”设施不全、台账建立不规范等问题提出要
求。调研组指出，食品安全永远在路上，要常抓不
懈，做好集中整治和日常监管的结合文章；要吃透
文件精神，加大宣传力度，把有关法律和规范落到
实处。相关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监管，加大食品安
全源头治理，同时加强执法力度和诚信体系建设，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甘孜日报讯 日前，泸定县食药工质局牵头并
联系相关部门及大中型企业，召开“圣洁甘孜·放
心舒心消费城市”推进会，印发了《泸定县人民政
府关于创建“圣洁甘孜·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实施
方案》，明确了创建目标、工作原则、推进方法，部
署实施步骤和具体要求。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在监管理念、
监管方面、监管实效上做文章，健全市场主体信用
监管机制，协同监管、联合惩戒，努力构建“政府主
导、企业自治、部门联动、群众参与、社会监督”六
位一体的共治格局，积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据悉，根据州政府提出的“先行试点、逐步推
进”要求，我州的“双心”创建工作经过在海螺沟
一年的试点后，2018年确定在康定、泸定、丹巴、
稻城4个重点旅游县（市）进行推广创建活动。泸
定县作为我州的东大门，率先推进相关工作。另
据了解，其余三个县（市）的此项工作也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稻城、丹巴已基本完成创建方案的拟
定工作。 桂花泽姆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州工商局把培育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
推出了一批名声响、品质优、效益高的农产品商
标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截至目前，我州新增5
件地标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累计达到
26件，在全省排名前三。

据了解，就目前而言，我州 70%的地标商标
根本没有使用，仅早期注册的“雅江松茸”和“乡
城藏鸡蛋”通过了授权使用，取得一定效果。针对
我州地标商标使用差问题，州工商局党组近期派
出工作组，组织雅江、得荣、道孚三县的工商和市
场监管执法人员及授权许可使用企业实地到凉
山州会理、会东、宁南三县学习考察“会理石
榴”、“会东七彩洋芋”、“宁南南丝路”等地理标
志商标使用管理相关经验。下一步，通过这一阶
段的学习考察和一对一专家实地指导，力争在以
上三个县打开地标商标使用突破口，然后以点带
面，辐射全州。 便巴翁姆

甘孜日报讯 6月5日，记者从甘孜粤旺雪山
农旅开发有限公司获悉，随着孔萨农庄项目的主
体结构及相关配套设施设备的逐步完善，甘孜县
集“农业观光、科普、旅游、餐饮、文创、农产品销
售展示”于一体的大型体验式消费项目——孔萨
农庄也将落成。

孔萨农庄位于甘孜县拖坝乡拖坝村东侧，是甘
孜县高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紧邻国道317线，距离甘孜县城9公里，规划面
积1100亩，配套孔萨酒店、人工湖泊、游客中心、锅
庄广场、步游道等基础设施。项目融入甘孜土司文
化，以孔萨家族故事为历史背景，开创性地结合了
农、文、旅等主题元素，以成都市对口援建的农作物
大棚基地为依托，结合有青稞田园、水系等现状自然
条件，打造具有休闲、娱乐、餐饮、农耕体验于一体的
现代田园综合体。

孔萨农庄计划投入建设资金6500万元，项目
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为周边农牧民提供大
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农牧民劳务收入。在有机蔬
菜育苗大棚内，记者正巧遇上两名村民在国家级
种植专家汤培忠的指导下培育新苗。据汤培忠介
绍，他还将为10名当地村民培训有机蔬菜的种植
技术。据公司测算，该项目每年可帮助当地农民
每人增收1000元。

“我们致力打造一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体验馆。”拖坝村的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道，热带风情馆设置于智能温室大棚
内，此处培育的有酒瓶椰、金钱榕、长寿花、天堂
鸟、芦荟等热带植物，有金鱼、乌龟等动物。馆内
设有 7 个不同主题的包间，在包间内提供特色
茶饮及藏餐等服务。据悉，孔萨农庄以成都市对
口援建的农作物大棚基地为依托，设了 10 个温
室大棚，和一个智能温室大棚。其中有四个大棚
种植草莓，还有五个主要用于有机蔬菜的育苗
工作。

据悉，孔萨农庄建成后，将惠及拖坝乡 8 个
村 150 户贫困户，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助推
器”。

记者 张兵 陈斌 实习记者 汪青拉姆 文/图

走基层·看变化

新龙，古称瞻对。瞻对在
藏语里是“铁疙瘩”的意思。贫穷一
直犹如一块“铁疙瘩”，坚硬顽固地
留存在新龙大地。

下足功夫、攻城拔寨、此消彼
长，贫穷这千百年的顽疾在5.1万新
龙人的强大攻势下，就如著名作家
阿来在《瞻对》的注脚——成为“终

于融化的铁疙瘩”。
决战脱贫攻坚的新龙实践，比

小说更生动、比历史更传神，一部时
代诗篇注定成为藏地传奇。

地处高山峡谷中的新龙，既无区位优
势，更无优势产业可言。产业发展的举步
维艰，曾让深陷贫困中的新龙人一筹莫
展。然而，不甘示弱的新龙人在州委产业
富民的大潮中，精心谋划，精准定位，“一
圈两带三片”的产业发展思路呼之即出，

“一园一场三基地”的产业布局随之落地
生根。

6 月 10 日中午，在距县城 37 公里的
宜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可控化温室大棚
地内，豇豆、海椒、西红柿等十几个品种的
蔬菜长势喜人。烈日下，正与 7 名工人一
道挥汗劳作的园区负责人鄢树权笑容满
面地说：“这个园区是宜宾市对口援助新
龙打造出来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别看
面积只有120亩，但‘种养加’一条龙、‘农
旅文’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让园区即将成
为全县城镇居民名符其实的‘菜篮子’、

‘肉篮子’及休闲观光旅游的农业景点。”
陪同采访的县农牧局总农艺师马春芳

告诉记者，园区内年产各类蔬菜 23 万公
斤，出栏藏猪1000余头、藏鸡3000余只，
再加上餐馆、超市、电商平台等的收入，年
总产值突破了500万元；通过园区高新技
术产业化试验示范推广优良品种 13650
亩，总产值达2440万元，每亩为农户增收
800多元。最典型的是博美乡德麦巴村，去
年200亩优质马铃薯种植基地出产红心马
铃薯9万公斤，销售收入达60万元，带动
全村人均增收900余元，集体经济收入达
12万元；园区采取“专业合作社+园区+农
户”的经营方式，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建
基地、带农户、拓市场、促销售，基本形成了
从技术、生产、加工到物流的产业链条。目
前周边10个贫困村的专业合作社将500
万元集体经济投入到园区建设中，每个贫
困村年终可保底分红为8.5万元；园区每年
培训新型农牧民1500余人次，引领带动县
域5个乡12个贫困村形成以县城区域为特
色蔬菜、藏猪和藏鸡的新型产业圈。同时，
园区为周边50多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季节
性就业岗位，每人每天120元的务工收入，
特别是在务工中学到的种植技术，让贫困
群众获得了“双丰收”。

当然，“一园”不仅仅只是宜新农业科技
示范园区，以打造农旅融合体为目标，以麻
日乡巴河、麦坝、得坝三个村为依托的措卡
农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一场”，
就是通过创新经营机制、清产核资、成员界
定和股权量化等方式，在拉日马镇扎宗村新
建改建两个牦牛养殖集体牧场，形成年饲养
牦牛800头的养殖规模；“三基地”，就是在
大盖镇尺措村、大盖村建成1000亩春油菜
种植基地，在绕鲁乡相堆村建成300亩优质
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在子拖西乡建成
10万袋吊栽木耳种植基地。同时，大力实施
退出村主导产业培育工程，新建或改造提升
特色农业产业基地1.2万亩，新建或改扩建
畜禽标准化养殖场（小区）1个，力争年出栏
各类畜禽4.575万头（只）……如今，以特色
产业培育和“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正在
新龙风风火火地展开，“一园一场三基地”正
联袂上演了新龙产业发展大戏。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只有深入新
龙县呷拉西乡益西村野猪组这样的
地方，才能体会它到底有多硬！这就
如同把不同维度的人和生活提上同
一维度，难度很大，但它确实是真实
发生。

11日上午9时许，当记者徒步行
走至呷拉西乡政府上前方 300 米左
右时，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正在一幢主
体工程完工的房前动作迟缓地往屋
里推运砂石。在记者的几番询问之
后，他终于打开了“话匣子”：“我是从
然布山上搬下的。因为住在山上太穷
了，两个孩子要上学，所以我主动申
请搬下来。幸好国家政策好，不然，这
辈子休想住上这么向阳的新房子！”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一
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时，移民搬迁就
成了最好选择。这个行动迟缓的中年男
子名叫洛绒，今年48岁。他眼前的这幢
建筑面积1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单层
房子，尽管室内地面还没灌注水泥，房
内还没装修，但他对即将入住新房的那
份喜悦一览无余：“你看，这房子的前面
是河、后面是山，太阳一出来就能照着，
住起来肯定舒服；这三间房子就有四个
大窗户，光线照得进来，里面肯定亮堂；
这一进门就是客厅，两边各有一套大大
的房间，装修好后只要把家具家电一摆
上，肯定漂亮；……”正当他说得津津有
味时，乡上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干部马煜
和包村干部郑刚突然出现了他的眼前，
他满是感激地说：“其实，我知道你们都
很忙，用不着隔三差五过来帮我，我保
证十天之内就把地面填平。况且再过几
天，我爱人就从山上挖虫草回来了。有
她打下手，两个月内我们一家人肯定就

能住进新房子啦！”
当记者问他住在山上的情形时，

他沉默片刻之后说道：“我家是村上
最困难的一户，家里虽有5亩地，但由
于山上海拔高、土质不好，种庄稼收
成特别差，经济收入就靠我爱人每年
挖虫草挣七八千，国家各种补贴每年
能领三四千，一家人开支下来后也就
剩不了几块钱，穷在山上的日子确实
让我过伤了。”

说话间，他突然“口无遮拦”地畅
想起了自己的未来：“搬下来后，我可
以到附近工地上找点零工干，只要人
不懒，每年挣一两万不成问题；我爱
人除了打扫村里卫生外，还可以照顾
两个孩子上学，毕竟打扫卫生政府每
年还要给 3600 元，再加上挖虫草的
钱和各种补贴钱，恐怕也有一万五
六；……反正能多挣一点是一点，不
能老是靠政府，不然就会真的被人看
不起……”

其实，建档贫困户洛绒的故事，仅
仅是新龙县近年来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中的一个缩影。去年该县投入易
地扶贫搬迁资金 4511.79 万元，搬迁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口233户1023人；
今年 10 月底前，全县 458 户 2140 名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也将欢天喜地乔迁
新居。

采访中，县扶贫移民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中，新
龙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精
准识别、公开透明，统筹谋划、加力实
施’的工作思路，强化资金管理，注重
安全保障，规范内业资料，培育扶贫
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确保搬迁群众
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定住、能致富’。

攻坚决战看瞻对
脱贫攻坚中的新龙实践

◎谢臣仁 本报记者 田杰 文/图

农业园区一派生机。

孔萨农庄成为甘孜县
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州人大常委会

开展食品安全执法跟踪检查

泸定县

积极创建“双心”消费城市

州工商局

培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驻村干部正在帮贫困户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