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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新变革凝魂聚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述评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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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别看点

迎民运盛会 展甘孜形象
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特别报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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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革故
鼎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
克难、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历经沧桑的中华
民族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伟大复兴
的梦想，社会主义的中国前所未有

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

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
越是面对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
越是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
越需要凝聚广泛的思想共识，熔
铸坚实的精神支撑。

“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
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举旗
定纲、指明方向，（紧转第四版）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我
州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拆违治
乱工作，依法依规拆除屋顶违
章搭建 6294 处，426073.38 平
方米；拆除旅游沿线违章搭建
1978处，152617.34平方米。

注重媒体参与，宣传动员
主动化。坚持把舆论宣传作为
拆违治乱的重要基础，结合“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脱贫攻坚
工作，组织各级干部深入拆违
重点村，一户一户走访，把建设
法规宣传透、把违建危害说明
白、把整治目标讲清楚。

注重协作联动，责任分工
明细化。坚持党委、政府“一把
手”负总责，提前做好工作预
案，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
同作战，乡、村两级成立执行小
组，广泛动员各基层组织和社
会力量参与拆违治乱。

注重依法行政，集中整治规
范化。坚持把依法行政作为拆违
治乱的基本要求，制定“以城区
为中心、乡镇为片区，实行包户
到底”责任制，逐户开展调查，科
学推进，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众的
损失，最大限度地减小执法阻
力，实现文明拆除、和谐拆除。

注重建章立制，强化管理
常态化。坚持把制度建设、强化
管理作为拆违治乱的根本目
标，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持续挤
压违法建筑的生存空间。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谁属地谁管
理”的原则，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和部门执法主体责任，建立巡
查报告、协同拆除、联合查控等
工作机制，完善群众监督举报、
专业队伍管控、职能部门配合
的群防群控体系。

州政府办

我州多措并举深入
开展拆违治乱工作

甘孜日报讯 8 月 17 日，
2018 首届康定“木雅杯”民族
赛马会在木雅圣地景区举行，
开幕式上，“康定市马文化旅游
发展协会”宣布正式成立，并任
命加加为首任会长。这是迄今
为止我国首个马文化旅游协
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协会将
致力于打造精品马文化旅游项
目，塑造甘孜马文化旅游品牌，
促进马文化、马精神成为甘孜
的名片，形成甘孜文化旅游的
核心竞争力。

“康定市马文化旅游发展
协会”的成立离不开甘孜雄厚
的文化资源积淀，甘孜悠久的
马文化历史为马文化旅游的
开发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甘孜的马文化与甘孜州的发
展历史、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人们在与马长期共

处中，识马性，懂马意，解马
语，在马背上翻飞，达到人马
合一的境界。马术运动是藏民
族传统运动项目，长期以来，
在民间重大活动和少数民族
运动会上，赛马这项民族特色
体育项目受到了各族群众的
推崇和喜爱，并经常举办各种
马术比赛，各地每年都会举办
一次赛马节，如理塘国际赛马
节、道孚县甲宗乡赛马节、稻城
木拉乡赛马节等。马文化氛围
加上甘孜独特的自然景观、人
文风貌对内地甚至国外游客也
具有较大吸引力。不仅直接带
动了甘孜旅游及相关产业发
展，提高了农牧民生活质量，也
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
会稳定，对骑术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也是一种有效保护。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我国第一个马文化旅游
发展协会在我州成立

距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还有12 天

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
振奋民族精神，进一步推动全省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回眸天保·绿动甘孜③
州林业局 甘孜日报社 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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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旧貌换新颜
宜居画卷徐徐展开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青山环
抱着村庄，房前泉水潺潺，屋后青山绿树
葱葱，村道边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
一幅小桥流水的山村风貌映入眼帘。养生
绿道曲径通幽，自然村落古色古香，生态
农庄各具特色，乡村民宿原汁原味……泸
定县杵坭乡的村落景区越来越让人向往。

“生活在环境优美的‘最美乡村’，不
出家门就能增添一份收入，日子越过越有
盼头！”8月20日，杵坭乡板板桥农家乐老
板王安强接待完一批成都来的游客，言语
间，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我们杵坭村有山、有水、有乡愁。游
客在村里游玩不仅能欣赏到优美的山村
田园风光，还能品尝到我们当地原汁原味
鲜美的农家鸡汤等传统农家‘土味’，既饱
了眼福又饱了口福。”王安强乐呵呵地说，
自从去年底雅康高速泸定段试运行以来，
重庆、成都等地的游客接踵而来，他们开
办的民居接待生意持续火爆，仅今年上半
年纯收入就有 15 万元，去年的营业收入
达到了50多万元。

“我精通木工技术，过去在外打工，年
收入最多 4 万元，不仅不能照顾家庭，还
拿不到血汗钱。”王安强告诉记者，他现在
都还有 1 万多元的血汗钱没有拿到。自
2011年泸定县在杵坭乡创办第一届红樱
桃节以来，中国樱桃之乡久负盛名，他回
乡开办了民居接待。

杵坭乡党委书记高健告诉记者，在发
展乡村旅游过程中，该乡将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让乡
村因环境而美、让群众因生态而富。目前，
杵坭乡已经有 30 多家农家乐，不仅给群
众带来更多的收入，并且将大大提升生活
幸福指数。

金鸡坝村支部书记许忠平告诉记者：
“我们村是泸定县的万元村。红樱桃节举
办以来，村民通过乡村旅游带动水果销
售，樱桃刚上市的时候，村民在家门口就
能卖到 30 元一斤。村里的樱桃年收入在
300万元以上，仅樱桃一项收入在4万元
以上的农户比比皆是。现在全村纯收入在
10万元以上的就有20户。目前，村里发展
了8户民居接待示范户。青杠园民居年收
入已经超过30万元。”

位于大渡河畔的康定市、丹巴县、泸
定县以自然景观、田园风光、建筑风貌、历
史遗存、民俗文化、体验活动、特色产品为
主要吸引物，打造一批规划科学、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
民主、宜居宜业、具有一定公共服务设施
及旅游配套服务的景区村庄。

康定市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幸福美丽
新村建设，大力发展康养产业、休闲产业
和民居民宿，深度挖掘木雅风格、嘉绒风
格、鱼通风格和川西风格的民居特色，打
造民族特色村寨，保留乡村风貌，恢复鱼
通土司官寨原貌，开展古村落特色建筑示
范，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村、休
闲旅游村、民族风情村、特色产业村，提升

村庄品位和档次。到2020 年基本建成示
范工程项目，完成“万人游、万人吃、万人
住”的康定民宿民居万张以上床位接待水
平。强化示范引领，建设成为“少数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示范市”“四川省乡村振兴优
秀示范市”“全国乡村振兴优秀示范市”。

泸定县以杵坭片区（田坝、德威）乡村
休闲度假康养旅游带、湿地阳光风情小镇
休闲度假区，二郎山山地景观连线山地旅
游带为重点，到2020年将打造岚安、得妥、
杵坭、冷碛、兴隆5个乡村旅游产业集群。
全力打造得妥湾东、冷碛和平、杵坭金鸡坝
等20个精品旅游村寨，培育发展省级精品
特色业态经营点 20 个、特色业态经营点
100个，创建申报星级乡村酒店20家,带
动1500户为乡村旅游提供配套服务，乡村
旅游年接待游客力争达50万人次，总收入
力争突破 4.5 亿元。建成民宿达标户 100
户，床位达到6000张以上，力争实现接待
国内游客260万人次。将泸定打造成为甘
孜州乡村旅游示范区和康巴地区、川渝两
地的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

丹巴县按照“一个支撑中心、四条精
品线路、六个重点景区”特色旅游发展体
系，把甲居藏寨创建成国家5A级景区，把
甲居、中路联合创建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把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重点景区
打造成为藏区旅游发展示范项目。依靠景
区辐射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打造一批
特色乡镇、精品村寨和特色民居，构建“宜
居、宜业、宜游”的全域旅游县城。到2020
年，力争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特色乡镇 1

个、精品村寨 1 个，培育创建省级旅游扶
贫示范村4个、州级旅游特色乡镇3个、州
级旅游精品村寨6个。

三县（市）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推
动知名设计院与村庄结对，量身定制设计
方案，真正把村庄作为艺术品来打造，建
设农民有情结可安放、有乡愁可寄托的生
活家园和精神家园。

宽敞的道路、错落的绿化、整齐的路
灯……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令生活其间
的村民直呼舒畅。

遵循了因地制宜、锦上添花的原则，在
保留村里原有环境特点的基础上，对脏乱差
现象进行了专门整治，对道路进行了硬化、
绿化、美化和亮化，大大改善了村容村貌。

产业兴旺
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这一片仙桃有1200亩，全部已经挂
果了，仙桃成熟的时候，商贩就在基地来
收购，一个仙桃可卖一元钱，品相好的，价
钱更高，一亩地就算种100棵仙桃，一棵
挂果 200 个，就是 200 元，一亩仙桃保守
收入至少在2万元以上。”8月21日，正在
摘仙桃的泸定县冷碛镇桐子林村村主任
杨德华说，他们数过，最多的一棵可以挂
400个果。

记者站在泸定甘谷地的通村水泥路
上，但见坡上坡下绿油油的仙桃树扮美了
山头，也点亮了村民致富的希望。

（下转第四版）

乡村振兴春潮涌
青山叠翠夏日长，花草掩映果飘香。阡陌

交通连屋舍，小桥流水绕村庄。

甘孜要美，农村必须美。4月24日至

25日，州委书记刘成鸣在康定市调研时强

调，东部地区大渡河沿岸的康定、泸定、丹

巴3县（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超前谋

划，共同打造“成都后花园、康养加休闲”

为主题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带，在特色产

业培育、村容村貌治理、村风民俗建设、拓

宽致富门路等方面再下功夫，让康泸丹3

县（市）成为全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典

范。州委、州政府按照“摆脱贫困是前提、

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

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

是根本”的总体要求，围绕“成都后花园、

康养加休闲”主题定位，抓好特色产业培

育、村容村貌治理、村风民俗，建设全面奔

康、生活富裕、和谐稳定、生态宜居、团结

进步的现代化新型农牧区，促进流域内乡

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实现示范区率先摘帽、率先奔康，高质量、

高标准示范引领全州乡村振兴。

甘孜日报讯 记者从白玉县察青松多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获悉，前不久，该保护区通过安放
在保护区境内扎呷寺后山的红外线相机，拍到
了数张亚洲金猫活动的照片。该照片在保护区
近日开展的“野外红外相机拍摄数据整理工作
中”被发现。这是在察青松多保护区内首次被拍
摄到的亚洲金猫照片。

亚洲金猫是中等大小的猫科动物，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我国和东南
亚地区。其食物种类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亦包
括鸟类、幼兔和家鸡以及麂和麝等小型鹿类。

此前察青松多保护区内已拍摄到金钱豹、
白唇鹿、黑颈鹤、黑熊等珍稀动物的影像。

白玉县委中心报道组 记者 刘小兵

白玉县首次
拍摄到亚洲金猫

当前，各地纷纷出台容错纠错、鼓
励干部干事创业等文件细则和举措。
但如何让容错纠错机制从文件中“走
出来”，在具体工作中发挥作用？在四
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当地通过“看动
机”“看缘由”等“七看”标准助推容错
纠错机制“落地有声”。

位于川西高原上的甘孜州，一名
副县长去年被举报，称其在招投标中
涉嫌违纪。但日前这名副县长被容错
纠错，并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记者在当地纪委监委调查了解
到，这名副县长于 2016 年 9 月任职，
分管国土、住建、教育、卫生等工作。
2017年上半年，他被举报在某次招标
前的碰头会上提出不当要求，涉嫌违
纪。纪委监委调查人员说，当时该县对
环卫管理进行招投标，这名副县长按
照县委县政府要求提出要“招大、招
强、招优、招专”，在一次会议上曾表述

“招标就要招像某某公司这样的大公
司”，而最终结果恰好是这家公司中
标。纪委查明，他构成轻微违纪，但本

人没有从中获私利，并无私心。
这名副县长说，当时已出现一些

当地公司围标、串标的苗头，“要坚决
与不正之风做斗争，因此提出要按资
质进行招投标”。根据调查结果，纪委
对这名副县长予以诫勉谈话，其容错
纠错情况日前也在当地进行了公布。
目前，他正在抓县城的“拆违”工作，

“这次容错纠错让我在今后工作中更
加警醒和注意细节，也更有底气‘啃
硬骨头’。”

一年来，甘孜州对涉及10件案件
中的14人进行容错纠错，其中县处级
干部1件1人，科级干部9件13人。容
错纠错力度之大，全国罕见。

甘孜州纪委书记谭晓政说，去年
甘孜州就出台了相关容错纠错鼓励干
事创业的暂行办法，但文件不能“停
留”在纸上，要“落地有声”。为此，该州
以“七看”标准甄别、推进容错纠错。

甘孜州纪委监委干部介绍说，对
那名副县长的容错纠错符合“看动机”
标准，即看是推动改革创新、先行先

试，还是故步自封、自甘落后；是为了
群众利益和整体利益，还是为自己、他
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谭晓政说，这

“七看”主要是指“看动机”“看方向”
“看缘由”“看节点”“看程序”“看处置”
“看结果”等。

“容错并不是破纪破法，核心看为
公为私。要从党员干部对失误或轻微
违纪事件的态度、初衷、效果等多个方
面进行实事求是的看待。”谭晓政说，
宽容是相对的，免责是有条件的，因此
甘孜提出了“七看”标准。

在甘孜州，容错纠错除了“七看”
标准外，还要履行书面申请、了解核
实、结论认定、备案等严格的程序。“只
要出现一例容错纠错不公平、不公正
的事情，将后患无穷，失去容错纠错的
初衷。”泸定县纪委书记邓明勇说。

得荣县纪委书记陈建兵说，纪检工
作要在当地政治生态环境建设上下深
水摸实情，使容错纠错成为解决基层干
部消极心理和怕担责任的重要手段。

新华社记者 丛峰 周相吉

川西高原“容错纠错”机制“落地有声”

图为丹巴甲居藏寨。本报资料库图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