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场涤荡灵魂的精

神洗礼；这是一场进位争先

的思想碰撞；这是一场务实

求真的生动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蜀

兴川的实践反复昭示：沿

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

砥砺奋进，谱写伟大中国

梦四川篇章必能劈波斩

浪，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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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首个“中国医师节”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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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长期以来，我国广

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
民健康服务，在疾病预防治疗、

医学人才培养、医学科技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
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
家和人民好医生。（紧转第四版）

新常态焕发新状态
我州扎实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综述

甘孜日报讯 近日，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布了
2018年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
单，全国共254个镇(乡)被批准开
展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我州石
渠县洛须镇入选，这也是我州首个
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点。

洛须镇位于石渠县城西南方
向，下辖 8 个行政村、13 个自然
村，常住人口约 5000 人，是县域
副中心城镇，康巴文化展示体验
区，金沙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区域。近年来，洛须镇凭借着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
施建设，鼓励村民种植蔬菜、青稞
等农作物，养殖藏鸡、藏猪等牲
畜，同时发展休闲服务产业，着力
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截至目前，
洛须镇已成功打造“基地+农户”
模式的洛须村青年妇女种植合作
社、“大户带动小户”模式的洛须
村藏鸡养殖产业、由52户牧民加
入的俄巴纳村照阿娜姆农牧专业
合作社、龙溪卡村的脱贫摘帽项
目“花园式藏餐厅”等亮点工程。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洛须镇入选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

相约圣洁甘孜·畅游自驾天堂
聚焦2018四川甘孜山地旅游节

“总书记出了题，我们要答好卷”

“总书记出了题，我们要答好卷”。4 月
12 日，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汇聚读书
班，共同谋划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省委
书记彭清华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做好四川工作多次发表重要
讲话、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这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蜀兴川最明确、
全面、精准的定位，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四川
改革发展量身定做的“定盘星”，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川篇”。

在此基础上，省委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深化省情认
识，抛出事关治蜀兴川全局的“六个重大问
题”，引导全省各级干部深思研究：如何把握
新时代四川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如何推进
四川高质量发展？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如何抓好乡村振兴和民生改善？如何抓
好“三大攻坚战”？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进一步把握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四川篇’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更加坚定了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作为驻村第一书记，
我们一定要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不同的声音，有着相同的背景，这就是
我州如火如荼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
研”活动。各级领导走在前列，当好“头雁”；
学习讨论广泛深入、务实推进；调查研究联
系实际、注重质量…… 自 4 月中旬活动启
动以来，我州“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取
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级党员干部或是专题
研讨、或是实地调研，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
式为乡村“把脉”，向贫穷宣战。

连日来，我州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丰富内涵，对照省

委书记彭清华提出的“六个重大问题”，深刻
审视自身短板，综合分析比较优势，引导全
州干部群众学在深处、论在新处，找准定位、
干在实处，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甘孜力量。

以上率下
抓住“关键少数”

炉霍县雅德乡交纳村，平均海拔 3300
米。三个多月前，这个高原藏区贫困村迎来
一位特殊客人——省委书记彭清华。走进村
委会办公室，彭清华与参加合作社入股分红
活动的村民们亲切交谈。

“听了彭书记的话，我们对于拔穷根、摘
穷帽，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信心更足了！”
回想起当天那一幕，74岁的村党支部书记九
呷感慨地说。 （下转第三版）

挑战中国最美户外赛道
2018中国·甘孜环贡嘎山百公里国

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开跑

距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还有14 天

圣洁甘孜喜迎全省民族体育运动健儿！

图为挑战赛鸣枪开跑。

绿水青山绘长卷。

甘孜日报讯 8 月 18 日，由甘
孜州人民政府、四川省体育总
会、四川新华发行集团主办，四
川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甘孜州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甘孜州康
定市人民政府、甘孜州海螺沟景
区管理局、四川新华泛悦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8 中国·
甘孜环贡嘎山百公里国际户外
山地运动挑战赛开幕。

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相洛宣
布开幕。州委常委、州政府副州长
李一昕、四川新华文轩负责人柯
继铭、朱世海，州文体广新局和康
定市委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甘孜环贡嘎山百公里
国际户外山地运动挑战赛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路线最复杂、风
景最美的国际 A 级赛事，也是国
内唯一能够观赏海拔 6000 米以
上雪山的赛事，2017 年被国家
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
国首批、四川省唯一的“国家体
育旅游精品赛事”，被众多跑友

誉为“中国最美户外挑战赛”，同
时也因为其高海拔和高难的赛
道获得了“国内最虐赛道”之称。

上午 9 时 15 分，随着发令枪
响，500 多名运动员从康定情歌
广场出发，开始了徒步比赛。

今年的赛道总长约为 102
公 里 ，其 中 28% 为 硬 化 路 面 ，
10%为乡村碎石道路，62%为山
间 小 道 。整 个 赛 道 累 计 爬 升
6000 米，累计下降 5560 米，线
路上最高海拔 4000 米，最低海
拔 1430 米。在高海拔地区连续
不断地奔袭，这些国内外越野高
手将克服缺氧、高原反应、变幻
莫测的天气等不利因素，向冠军
发起冲击。

据介绍，今年的赛事主办方
特意增设了大众组 7.7 公里徒步
赛事，邀请部分情侣从康定市的
情歌广场出发，到跑马山景区进
行甜蜜徒步，一起走完 7.7 公里
的浪漫之旅。

记者 张磊 文/图

甘孜日报讯 8月15日下午，州领导
与“国外专家学者四川藏区行”参访团
见面会在康定举行。受州委书记刘成鸣
和州委副书记、州长肖友才委托，州委
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赵波，州政府
副州长、公安局长高展出席见面会，并
向参访团成员介绍我州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环境保护、藏民族文化传承
保护以及扶贫攻坚成效。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魏查理、
印度新德里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彭措土登、日本法政大学
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所所长菱田雅晴、
韩国庆熙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朱宰
佑、立陶宛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亚
洲研究中心主任祖卡斯、蒙古国家安
全研究所研究员普·乌古木尔、南非约
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南方院长孟大
维、瑞典国防大学助理研究员斯蒂芬
妮·温克勒，以及国家外交部涉外安全
事务司参赞马晓明出席见面会。

见面会上，赵波代表州委、州政府
以及甘孜各族人民向此行的各位专家

学者、国际友人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崇
高敬意。他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和省
州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州上下紧紧围绕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按照

“一优先、二有序、三加快”的产业发展
思路，精心组织实施“六大战略”，抢抓
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全州呈现出
经济加快发展、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大
局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赵波表示，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指导下，我州全力争创全国生态
建设示范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
国民族团结示范州。富集的资源，深厚
的文化底蕴，为我州实施全域旅游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雪山、森林、蓝天、碧水
成为游客眼中一道道壮美的景观，也使
我州全域收入和旅游人次实现了较快
增长。同时，我州正在大力推进脱贫攻
坚工作，扶贫攻坚的成果明显，贫困发
生率逐年降低。

省外事侨务办、州政府办、州外事
侨台办相关负责人参加见面会。

记者 陈斌

甘孜日报讯 8月15日至18日，外
交涉外安全事务司、省外侨办、州人民
政府共同组织了 2018 年“国外专家学
者四川藏区行”活动。比利时、印度、日
本、韩国、立陶宛、蒙古、南非、瑞典等国
家的8名专家学者到我州泸定、道孚、丹
巴县等地参观访问。专家学者们通过现
场看、座谈听等方式，实地考察我州全
域旅游、教育卫生、文化民俗及乡村发
展情况，进一步见证了我州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新风貌。

连日来，外国专家学者先后参观考
察了泸定桥、道孚县八美镇中藏医院和
惠远寺、丹巴县水子乡寄宿制学校、甲
居藏寨、松安寺和梭坡古碉等。每到一
处，他们察看基础设施，对话各族群众，
品鉴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亲眼见证了
我州全域旅游打造、产业发展和民生改
善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增进对甘孜藏区
的认识和了解。

在道孚县八美镇中藏医院，一幅
幅生动的藏族医书唐卡，各种奇特的
藏医外科手术工具，以及手工制作的
藏药，让外国专家学者充分体会了藏
医的奇特。

“今天，我近距离参观了医院基础
设施，听取藏医悠久历史，了解藏医的
文化传承。过去，我对藏医的了解不够，
其实，藏医是藏区形成的一种科学的医
疗方法，跟中医一样，已经有了一套完
整的体系传承，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
法政大学中国基层政治研究所所长菱
田雅晴说，他亲身感受了藏医文化和藏
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自己回国
后，要让海外人民认识真实的藏区，要
把优秀藏区文化传播开来。

丹巴县水子乡寄宿制学校的教学
设施完备，课程设置具有针对性，是当
地学生学习知识的理想之地。参观该校
的教育区和宿舍区后，（紧转第四版）

我州举行2018年“国外专家
学者四川藏区行”见面会

见证藏区新发展
喜看甘孜新变化

2018年“国外专家学者四川藏区行”参访
团走进甘孜

今年是实施天保工程20周年，为展现20
年来我州实施天保工程取得的成果，将生态
文明战略向纵深推进，为建设国家生态建设
示范区营造良好的氛围，经州委、州政府同
意，我州将开展纪念实施天保工程20周年系
列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天然林
保护制度”的要求，认真贯彻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和州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
关部署，引导和动员全州上下励志笃行、奋
发有为，积极参与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各项
创建工作，为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提
供生态保障。为进一步做好纪念活动宣传报
道工作，州林业局、甘孜日报社从今天起推
出《回眸天保·绿动甘孜》专栏，敬请关注。

甘孜日报讯 炎炎盛夏，遍寻清凉。8 月 17
日，地处康定市普沙绒乡的荷花海国家森林公
园，绿树环拱中的湖泊犹如碧玉一般静谧通灵。
来自安徽、河南的 34 名游客观绿波涌动、伴花
团锦簇、看水鸟飞翔、沐馨香清风，纷纷拍照留
念，把这片美景定格在照片中。

（下转第四版）

做活“绿色”文章 显现多重效应
我州实施天保工程20年优了生态富了民

开栏的话

绿水青山绘长卷。

州林业局 甘孜日报社联办

回眸天保·绿动甘孜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