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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山一村通了水泥路

日前，笔者行走在丹巴县半扇门乡腊月
山一村的通村公路上，脚下一条宽约五米的
水泥路正向着山脚下延伸，路途中，偶遇几位
骑着摩托车准备到街上购买物资的村民，洋
溢着灿烂笑容。

“出门梭溜溜，回来爬片片”就是腊月山
一村人昔日的真实写照。

几年前，腊月山一村人提出“不等不靠、

致富修路”的口号，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
神，全村男女老少赤膊齐上阵，硬是用手中
最简单的工具刨出了一条近 5 公里的机耕
道，然而由于腊月山村地质条件复杂，在几
次泥石流和滑坡灾害中就在襁褓之中夭折。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摆在腊月山一村人面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 年，在上级人民政府
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条长 9.2 公里、宽约 5 米
的土路全线贯通，当年，土特产源源不断的
运出大山，辛苦了一辈子的村民看到了希
望。然而，这段道路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出行问题。为此，
腊月山村村支两委抢抓机遇，积极向上级部

门争取资金，在乡党委、政府多方协调下，争
取资金，解决了这条路的硬化建设项目。

2016年5月，路面硬化建设前期，腊月山
一村召开村民大会，加大公路路面硬化建设
的宣传力度，把农村公路路面硬化建设与农
业产业化发展、实施富民惠民和改善民生结
合起来。通过广泛发动，腊月山一村村民全员
上阵，掀起了路面硬化建设会战的高潮。前后
历经4个月，当年9月初，一条长9.2公里、宽
4.5米的通村水泥公路终于建成通车。多年来
梦寐以求的水泥路终于呈现在腊月山一村人
们的眼前。

“过去我们村虽有一条机耕道，但由于路

况差，致使出产的苹果、花椒、核桃等土特产
滞销，极大的制约了村民的致富之路。现在好
了，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村民的

‘腰包’鼓起来了。”腊月山一村村主任王成友
激动不已。

行走于腊月山村的藏寨间，在笔者的
眼前，一条绵延起伏的通村水泥路，犹如一
根缠绕在崇山峻岭间的洁白哈达，托起了村
民致富奔小康的梦想。一辆辆驶过的摩托
车、小汽车、农用车见证着农村公路建设带
来的巨大变化。走在新修的水泥路上，这里
的每一位干部群众无不满怀喜悦。

县委中心报道组 杨全富

经 济 资 讯

我州

确保藏药制剂质量安全

稻城县

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督查

甘孜日报讯 笔者从州经信委获悉，今年以
来，我州大力实施“三大工程”，全力确保藏药制剂
质量安全。

推进藏药制剂室标准化工程。我州启动并完
成了州藏医院、德格、白玉等10家公立藏医院制
剂和德格宗萨民营藏医院制室标准化建设，其中
9家藏医院取得《制剂生产许可证》，取得制剂批
号892个，藏药制剂生产条件进一步改善。

推进藏药制剂重量提升工程。建立了“甘孜
州常用中藏药材标本数据库”和“南派藏药标本
数据库”，开展了“甘孜州常用藏药材质量控制标
准整理研究”项目和“甘孜州常用藏药制剂标准
提升研究”项目，编制完成了《甘孜州常用藏药材
标准汇编》等实用书籍，为全州藏药制剂生产提
供了技术规范和理论基础。

推进藏药制剂研发创新工程。加强与四川省
中医药研究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合作，从300多个
藏药制剂品种中筛选了20个经方验方拟进行深
入研发，启动康定鸳鸯坝中藏医药产业园藏药研
发孵化基地建设和全州制剂中心，实现藏药制剂
规范化、集约化生产。

向义

甘孜日报讯 连日来，稻城县采取系列措施，
以该县干部职工周转房开发建设项目为示范，开展
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

笔者从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该县
干部职工周转房开发建设项目自2015年9月建
设实施以来，始终用“安全发展”的原则指导统领
安全生产，狠抓制度落实，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
体职责。截至目前，无安全事故发生，干部职工周
转房开发建设项目将于今年10月正式交付使用。

据了解，此次督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各建筑施工
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及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施
工现场防高处坠落、防触电、防坍塌、防物体打击、防
机械伤害及管控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情况等。

下一步，该县安全生产委员将不定期组织力
量采取暗查暗访、突击检查、随机抽查方式加强
督导检查，加大对企业、项目督导力度，切实抓
好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

县委中心报道组 曾矛

我州

提升交通服务窗口质效
甘孜日报讯 为提升交通运输政务服务窗口

质量，我州交通服务窗口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
宗旨，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审批标准、减少审批
程序、创新审批举措，在“减、便、优”方面下功夫，
扎实开展政务窗口提质行动。

在“减”字上下功夫，规范审批标准。对交通
审批事项进行全程“穿透式”梳理，优化黄标车辆
注销、营运性车辆年审等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并
不断修订办事指南，实现审批事项制度最大限度
精简优化；认真开展行政审批事项“回头看”工
作，实施事项目录动态调整管理，做到调整及时，
公开透明。

在“便”字上下功夫，减少审批程序。按照“能
减必减”原则，最大限度减少审批材料。今年以来
共取消6项证明和申请材料，同时需由公安部门出
具的证明材料，不再要求办事人员前往开具证明，
而是增加内部环节，由交通行政审批窗口主动对
接公安部门对车辆信息进行审核，切实实现“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在“优”字上下功夫，创新审批举措。通过开
展“绿色通道”、代办、主动上门、实地走访、电话
回访、延时服务、节假日预约等，进一步提升服务
质量，大大方便企业群众，多次受到好评。截至7
月底，代办服务113件、上门服务22件、电话回访
233个、延时预约服务200余件。

本报记者

精准扶贫进行时

湖泊碧绿如镜，延伸出如
弦溪流，潺湲有声，再衬衣瀑布
飞珠溅玉，荷花海森林公园的
美丽景色征服了众游客。8 月
18日，地处康定市普沙绒乡库
西绒村的四川荷花海国家森林
公园里，34 名来自上海、重庆
的游客在惊叹声中把这片美景
定格在照片中。

“来吧，朋友，在这里你不
仅可以观赏湖光山色，看到雄
伟壮丽的雪峰，体验穿越原始
森林的古朴与静溢，领略到高
原牧歌的韵味，享受‘四时景不
同，十里不同天’的季相景观，
而且还可以观赏到锦鸡在草丛
觅食，牛羚在岩间奔跑。”来自
西安的游客陈娟看着美景，

“写”着抒情诗。
作为四川省28户重点森工

企业之一，力邱河林业局施业
区范围包括慈吉西林场、沙德
林场、六巴林场、宜代林场4个
林场和1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最
让朱国明欣慰的是12年前申报
成功的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

“立足天保求生存，依托生
态谋发展”，力邱河林业局在
2006 年成功将施业区内的苦
西绒沟国有林区申报为“四川
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这是全
国森工企业所申报的首个国家
级森林公园。

好酒还怕巷子深、好景还
怕藏“深闺”。“想当年，我们每
个人只要出差到外地，都要带
上宣传册、光碟，到处去介绍我
们的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朱

国明说，在力邱河林业局人人
都是推广者、个个都是宣传员。

功夫不负有心人，建园至
今，经过全局职工不懈努力，四
川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获得“四
川十大最具潜力花卉观赏地”

“四川 100 个最佳摄影景点之
一”“网络推荐四川省最具潜力
森林康养目的地”“四川省首批
国家级森林氧吧、四川省十佳国
家级森林氧吧和群众喜爱的四
川省十佳国家级森林氧吧”“中
国最美森林”称号，成为贡嘎西
坡景区主要核心景区，成为甘孜
旅游开发的重要景点。

现在，国家对荷花湖国家
森林公园每年投入禁止开发区
补助资金330万元，公园每年接
待游客 3 万多人，营销收入达
150万元，生态“变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
在这里得到了最“直观”体现。

立足林业优势，建设苗圃
花圃。8月17日，在力邱河林业
局植物园，笔者看到 6 个阳光
大棚掩映在花团锦簇中蔚为壮
观，大棚后面是一排排迎风摇
曳的树苗。正在带着队员为藏
金莲除草的力邱河林业局苗圃
花圃队队长曾向东告诉笔者，
近两年，力邱河林业局呷巴中
心苗圃（植物园）为我州“山植
树、路种花、河变湖（湿地）”工
程 提 供 苗 木 、花 卉 100 万 株
(盆)，销售总额超300万元。

“多腿走路”，多元发展让
力邱河林业局闯出了新路、闯
出了前景。

1998年9月1日，对于甘孜州来

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全州实施

天然林保护工程会”召开。

历史的追光灯打在甘孜州力邱河林业

局“身上”。当日，甘孜天然林采伐机具封

存仪式在力邱河林业局办公区举行，该局

所辖的4个林场的100多名伐木工人从林

区撤回，对伐木工具进行清理登记、封存，

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敬正书到场宣布：“甘孜

州天然林采伐从此成为历史。”

同日，我州所有伐木工人都下了山，

1100余台(套、条)采伐设备被封存，响彻了

数十年的斧锯声，就在那一刻从甘孜州的

土地上消失了。伐木使命结束了，40年采

伐天然林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20年过去，“营造一个山川秀美的甘

孜州”的愿望变成现实。作为“起点”的力

邱河林业局注定在这时代大戏中成为主

角，书写辉煌。

在我州实施天然林保护20周年的日

子，笔者走进力邱河林业局，与力邱河林业

人重温历史、见证成果、展望未来。

昔日封锯处今日绿满山
力邱河林业局实施天保工程纪实

回首二十年前事，恍如昨日在眼前。
8月17日，73岁的居里慨叹时光如箭。

“你看，这个就是我。”指着照片上的
自己，居里仿佛又置身于 1998 年 9 月 1
日，那天，53岁的力邱河林业局工会主席
居里亲历“封锯仪式”。“当时我们‘封了’
斧头121把、油锯45台，说实在的，当时
大家都有些舍不得。但当时森林被我们
砍得千疮百孔，再不停伐，我们就是千古
罪人了。听着敬正书副省长要求‘营造一
个山川秀美的甘孜州’，我知道，我们要
大转身了。”居里回忆起特别的历史时
刻，往事历历在目。

好一个“大转身”，形象贴切，毅然决
然。这一转身是个“急转身”，转得迅疾、
转得漂亮。

放下斧头油锯，拿起铁锹锄头，伐木
工变为植树人、护林人。力邱河林业人二
十年来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守护和培育森
林资源的任务，紧紧围绕“生态立州”战
略目标，严格按照“严管林、慎用钱、质为
先”的要求，大力实施“停、造、转、保”系
列措施，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覆盖率
三增长。截止现在，施业区内森林面积达
130.23万亩、森林蓄积达543.11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 53.6 %，累计完成公
益林建设人工造林 8.5 万亩、封山育林
28.3万苗、国有林抚育11.3万亩，落实森
林管护责任面积144.58万亩。

枯燥的数字后面是生动的实践、冰
冷的数字后面是滚烫的激情。

8 月 18 日，在力邱河林业局慈吉西
林场铁索沟木弄国有林区，护林队职工
赵华彬和同事们正在对树木进行病虫害
监测分析。

51 岁的赵华彬是甘孜州十大最美
护林员，他管护森林面积达 29284 亩。
造林护林 20 年，这里的沟沟壑壑他不
知走了多少遍。7300 多个日子里，一个
人走在这里，杳无人烟，孤独么？寂寞
么？赵华彬回答：“这里的每一棵树都
像我的娃娃一样，我天天与他们有说
不完的话。当看着自己种下的树在一
天天长大，就像看着自己的儿女长大
成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正是像赵
华彬这样的 112 名护林员一年三百六
十五天坚持巡护，才让力邱河林业局
实现了 144.58 万亩管护林连续 31 年未
发生火灾、连续 32 年未发生重伤以上
的安全事故的记录。

绿波起伏，“涛声”清鸣，力邱河林业
局六巴林场九库沟林区抒发绿色情韵。
看着眼前美景，力邱河林业局营造管护
五队队长唐勇平十分自豪。“1998 年的
时候，这里大树几乎砍光了，很多地方变
成了‘秃子山’，经过 20 年的人工育林，

‘秃子山’长出了‘长头发’。想想20年的
辛苦，看看眼前的森林，觉得很值得。”

退休了 18 年的居里从视频和照片
上看到林区新颜，连说：“我们这个大转
身转对了，转出了一片绿色的世界。”

“众人植就千山绿，不负廿年一片
心。”57岁的力邱河林业局书记、局长朱
国明用一句诗道出了 20 年的甘甜与辛
苦、付出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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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将发展成果与群
众共享。作为地处康定市折西地区的甘孜州力邱河
林业局没有忘记林区群众对林业生态发展的支持。

履行社会责任，实施精准扶贫，回报林区群
众。让建档立卡贫困户有限参与造林护林，拓宽增
收途径。近两年来，吸纳村民参加植树造林和森林
抚育128人次，村民实现收入43.4万元；把49名建
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临聘生态护林员队伍，每人每
年参与护林工作7个月收入5600元。

村民仁清朗甲说：“以前这里是荒山野岭，当
初种树，只是为了让山上绿起来、水清起来，做梦
都没想到国家和林业局会给这么多钱！”

把林业生态快速发展、老百姓脱贫致富和企业
壮大增效三者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发挥优势、共享
共赢”。荷花海游客接待年营收150万，其中林区群众
民居接待、租赁马匹就占了100万，三分之二营收让
利于民，力邱河林业局始终心系民生、着眼惠民。

普沙绒乡长草坪村村民白玛是生态产业的受
惠者，每年收入达3万元，他说：“康定市和力邱河
林业局联合对荷花海搞旅游开发，我们依托旅游
搞民居接待、为游客提供马匹，路修通了、收入高
了、房子漂亮了、日子过好了，心里很高兴。”

投之桃李报以琼瑶，交流多了,思想沟通了,
隔阂少了,相处更和谐了。林区群众成为林业局

“编外职工”，积极投身到林区管护、森林防火等工
作中，在林区群众的协助下，预防乱砍滥伐15起、
消除火灾隐患26处。

“林业产业在直接带动老百姓致富上有独特
的优势和很大潜力，帮助林区群众致富增收，林业
企业责无旁贷，力邱河林业局将为群众的福祉以
及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朱国明表示，助民增
收、助贫解困，力邱河林业人初心不改。

十年树木，廿年成林。20年前，靠山吃山砍树，山秃
了，人穷了；20年来，靠山吃山养树，山绿了，人富了。

20年天保，力邱河林业局天保工程出实效，生
态建设结硕果。生态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面向未
来，力邱河林业局将继续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大美甘孜再添一
片新绿。

州林业局 甘孜日报社联办

回眸天保·绿动甘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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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林员护林。

展示种植的藏金莲。

◎谢臣仁 文/图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

略资源。要加紧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
养体系，加大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
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
养力度。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文职人员队伍
建设。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鼓励实干，鼓励创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把大家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习近平强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
劲，坚持严字当头、全面从严、一严到底，深入推
进我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要穷追猛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要坚决破除。要加快转变治军方式，按法定职责
权限履职用权，依据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开展工
作。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严格纪律执行，用铁的
纪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

习近平指出，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抓下
去，不会变风转向。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
一起查，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扎
紧制度笼子，不给权力脱轨、越轨留空子。要坚持
标本兼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重在固本
培元上下功夫，引导大家正心修身、律己持家、清
廉为官，自觉抵御歪风邪气的侵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
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
出席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加
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提出要求。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民
出席会议。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
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和武警部队党
委书记、副书记以及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