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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川货全国行”走进唐山

我州地标产品成国际商标节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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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特别看点

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特别报道

详见05、06版

利剑扫黑 铁腕除恶
详见03版

开学第一课
详见04版

甘孜日报讯 彩袖飘飞、弦子悠扬、
锅庄豪迈。昨（4）日中午，由省民宗委、
省体育局主办，州人民政府承办的四川
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文化惠民演出第一场在康定市情歌广
场举行。

曲风悠然，轻扬灵动。由巴塘县带来
的弦子舞《弦鹰飞舞》抒发了藏家儿女对
小康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同时也拉开了本
场惠民演出的序幕。

嘉绒藏族服饰展、甘孜踢踏、真达锅
庄……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让演出现场欢
呼声、掌声不断。“从开幕式到现在，我们
每一天都沉浸在喜庆的日子里，我州能圆
满举办这次盛会，让每一个康巴儿女都感
到骄傲和自豪。”康定市民罗布激动地说。

据了解，文化惠民第一场演出节目
由我州各县（市）精心编排，重点展示我
州悠久的民族文化。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随后两天，我州还将举行两场文化惠
民演出，期间将邀请各参赛代表团奉上
精彩的表演。

另据悉，昨（4）日上午，四川省第十
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康定市文
化惠民活动在康定新城举行。当天为观
众带来的是由国家一级编剧徐棻担任编
剧，国家一级作曲家王文训作曲，绵阳歌
剧舞剧院院长、中国戏剧节导演奖获得
者王似冰担任总导演的大型原创音乐剧

《溜溜跑马山》。
据康定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剧是

国家艺术基金支助项目，内容“就地取
材”——源自康定地区卓玛锅庄所发生
的故事，在尽显康定地区风土人情的同
时，歌颂爱情、歌颂幸福，各民族和睦
相处，团结互助的民族情怀通过剧作的
演绎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出现场，《溜溜跑马山》创新性的
釆用全景式可移动平台，运用局部升
降、旋转等舞台综合艺术手段、通过不

间断、不黑幕的场景变换来推动故事情
节，赢得现场观众纷纷点赞。“这个剧情
运用舞台推、拉、揺、移来配合音乐、舞
蹈、歌曲烘托气氛，全方位展示人物形
象，让我们看的十分过瘾。”现场观众王
女士说。

据了解，康定市文化惠民活动从9月
4日开始，9月6日结束。

记者 马建华 张嗥 文/图

欢歌笑语迎民运 惠民演出百姓乐
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文化惠民演出激情开演

四川省第十五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特别报道

图为文化惠民演出现场。

学习宣传贯彻州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干

着力建强“制度体系”固本培元

高标准织牢制度体系。针对脱贫攻坚
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出台《甘孜
州脱贫攻坚工作问责暂行办法》，明确 5
大类32款问责情形、8种问责方式，同时
制定出台《甘孜州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管
理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了对驻村工
作队的管理；针对脱贫攻坚整体规划，科
学确定年度减贫任务，制定下发《甘孜州
深度贫困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
2020年）》《甘孜州22个扶贫专项2018年
实施方案》和《项目资金清单》，层层签订
目标责任书、立下军令状；针对脱贫项目
进度迟缓问题，每月在媒体上报告通报脱
贫攻坚推进情况，实现月月晒成绩、项项
比进度，有效督促目标完成。

高能量优化攻坚力量。在原联系县
（市）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力量部署，
达到“五个全覆盖”。即：州级主要领导联
系2018年摘帽县（市）全覆盖，州、县（市）
领导联系 2018 年 463 个退出村全覆盖，

公务人员、“五个一”帮扶力量联系 2018
年11585户脱贫户全覆盖；省州县三级到
位驻村工作队员 3876 人全覆盖，贫困村
驻村农技员1128人全覆盖。

高要求统筹资金整合。下达中央、省
专项扶贫资金 125.06 亿元，州县财政预
算安排专项扶贫资金2.11亿元，计划整合
资金 48.03 亿元，累计筹集“四项扶贫基
金”11.51 亿元，发放教育卫生救助基金
1.83亿元，发放产业扶持基金和小额信贷
16.36亿元。

着力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按照“3月底完成前期、4月初全面开
工、11 月底全部竣工”的项目推进要求，
交通、水电、文旅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交通方面：全州完成高速公路投资9.163
亿元、国省干线公路投资22.28亿元；建成
通乡油路 90.3 公里、贫困村通村硬化路
1125.62 公里；整治桥梁 269.28 延米；完
成甘孜县机械化养护中心建设。水电方
面：全州贫困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完

工 152 个，解决 4145 户贫困户饮水安全
问题；完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6081亩；开
工建设 110 个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和 9
个县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完成417个贫
困村通信网络建设。文旅方面：我州 463
个拟退出贫困村文化室完工278个，完成
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223个，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113个；旅游厕所提升项目开
工68个，完工10个。

着力拓宽“脱贫基础”致富路径

夯实产业扶贫发展基础。以脱贫奔
康百公里产业示范带建设为引领，建成
百公里示范基地28.79万亩，建成畜禽标
准化养殖场 6 个，新改建贫困村特色农
业产业基地 5.45 万亩，创建 7 个省级专
业合作示范社、10个省级家庭示范农场，
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29 个，培育农业
科技示范户 1710 户，新登记认证“三品
一标”农产品 26 个，建成农机化生产道
路 14.7 公里，完成人工围栏饲草基地建
设8.36万亩。（下转第八版）

立足“四个着力”实现“五个覆盖”

我州脱贫攻坚交出优异答卷
今年以来，我州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省委

十一届三次全会和州委十一届五次

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

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紧紧围

绕“两不愁、三保障”总体要求和“5

县（市）摘帽、463个贫困村退出、

11585户48301名贫困人口脱贫”

年度任务，立足“四个着力”，并先后

发起“春季攻势”“夏季战役”，圆满

交出2018年度脱贫攻坚“期中”成

绩单。

甘孜日报讯 经四川省军区党委批
准，8月29日至31日，甘孜军分区第十四
次党代会召开。受州委书记、军分区党委
第一书记刘成鸣委托，州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罗振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出席大会应到正式代表 56 名，实到
代表55名。

大会认真听取和审议了陈爱皖同志
代表分区第十三届党委所作的题为《高举
习近平强军思想伟大旗帜，为建设新时代
一流军分区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分
区纪委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为建设新时代一流军分区
提供有力的作风纪律保证》的纪委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甘孜军分区第

十四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深入分析了过去五年部队全面

建设形势，认为分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
以来，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分区党
委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省军区党
委决策指示，着力固本培元铸牢强军之
魂、着力备战打仗聚力强军之要、着力正
风肃纪夯实强军之基，团结带领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和全体官兵职工，举旗铸魂、
聚焦备战、真抓实干、务实创新，部队全面
建设呈现出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分区部
队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
扎实推进，部队建设基础更加牢固，后装
综合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多样化军事任务
完成出色，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进一

步加强。
大会认真梳理了部队建设的基本经

验和有益启示，指出五年来分区部队取得
的一切成绩和进步，最根本的是靠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的正确指
引，得益于省军区党委、甘孜州委的坚强
领导，归功于历届班子的接续奋斗和分区
官兵职工的团结拼搏，离不开全州各族人
民群众的拥戴支持。部队建设的全面发
展、全面进步，必须全面提高政治能力这
个看家本领，必须全神聚焦练兵备战这个
根本指向，必须持续激发内生动力这个最
大因素，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建设这个基础
工程。认真总结和运用这些经验，对于我
们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推动部队创新发

展，必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会规划部署了今后五年军分区部

队建设发展的总体思路、具体目标、主要
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实现报告提出的奋
斗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于党的组织、
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强军思想，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以能
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
调动全体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为着力点，坚守精神家园，坚决做到信
念过硬；提升政治站位，坚决做到政治过
硬；全面履职尽责，（紧转第八版）

甘孜军分区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
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甘孜军分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

甘孜日报讯 在全州上下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全力推进“大学习、
大讨论、大调研”活动之际，为
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民奉献精
神，营造学先进、比先进、赶先
进的良好社会氛围，引领广大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建设
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作出积
极贡献，6 月至 8 月，州委组织
部、州委政法委携手，先后在康
定市、泸定县、稻城县、理塘县、
白玉县、甘孜县、州职校，举行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
告会，2500余名党员干部和师
生现场聆听报告、接受教育。

报告团每到一地，用最朴
实的语言、最真挚的情感、最饱
满的热情，讲述了石渠县公安
局原副政委王志刚忠于党、坚
守使命，始终奋战在维护社会
稳定、打击违法犯罪、为民服务
第一线，九龙县检察院原检察
长苏知斌执法为民、公而忘私、
甘为公仆，用实际行动践行立
检为公，得荣县法院原院长白
玛曲扎敢于担当、清廉正派，用
热血和生命诠释新时代法官的
忠诚与使命的先进事迹。

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
进，现场不时响起阵阵热烈的
掌声，参加先进事迹报告会的
人员纷纷表示，王志刚、苏知
斌、白马曲扎是全州的先进典
型，他们扎根高原、立足本职、

无私奉献，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白玉县阿察镇查科村第一

书记李西林说，“聆听了王志
刚、苏知斌、白玛曲扎三位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后，我深受感动，
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但是为党
为人民孜孜不倦的情怀没有
变，直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
们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学
习。作为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
中工作，我将继续发扬和广大
农牧民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
神，践行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泸定县得妥镇党委书记齐
良伟表示，“三位优秀共产党员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
力、尽职尽责，为了一方百姓平
安、为了甘孜州老百姓过上幸
福美好生活，他们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情。作为乡镇党委来说，在今后
的工作当中尤其是要教育我们
的广大党员同志在各自岗位上
尽责尽力，为广大群众贡献自
己的力量。”

白玉县公安干警向杰说，
“聆听了宣讲报告会，最令我感
动的是王志刚同志心怀百姓、
无私忘我的工作态度。今后，我
将用实际行动来践行高原警察
缺氧不缺信仰，在艰苦环境下
吃苦耐劳的精神，为守护一方
安宁、建设法治白玉贡献自己
的力量。”

州委组织部组织二科

身边党员 榜样力量
我州组织举办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会

涉黑涉恶线索
举报联络方式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通知》有关要求，为动员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专项斗
争，方便群众及时举报涉黑
涉恶线索，现将中央扫黑除
恶第 10 督导组和州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的涉黑涉恶举报联络方式公
告如下:

中央扫黑除恶第 10督
导组联络方式

督导进驻期间（2018 年
8 月 28 日—9 月 28 日）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

028—87306801、
028—87306802、
028—87306803、
028—87306804、
028—87306805；
专门邮政信箱：成都市

A110 号邮政信箱（邮寄方
式：到当地邮政营业网点办
理相关邮件寄递）；

督导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20:00 。

甘孜州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方式

电 话 举 报 ：0836-
2834581；

网络举报：可将举报内
容 发 送 至 电 子 邮 箱
3229853073@qq.com

来人举报：可直接到甘孜
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办公室（康定市炉城南路州
公安局办公楼625办公室）;

来信举报：可将举报内
容信函至康定市炉城南路
30 号甘孜州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
编：626000。

甘孜日报讯“石渠白菌是海拔
四千多米的石渠县独有的高原特
产，每年最高产量不超过10吨。由于
石渠地处川、青、藏三省区交界处，
石渠白菌多年来一直养在深闺，这
次多亏搭上‘四川扶贫’的快车，有
幸成为‘川货全国行’的一员来到唐
山。”2018“川货全国行·唐山站”活

动9月1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举行，来
自我州的石渠白菌供不应求，展销
活动刚刚开始，连样品都留不住了。

据了解，“川货全国行”活动系四
川省人民政府主导发起，旨在帮助川
企拓展国内市场，提升知名度。自
2014年以来，已举办200余场次，提
供近200亿元的川货给全国消费者。

据统计，此次“川货全国行”
展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具有四川
特色的地标品牌，仅我州就有 5
户地理标志商标许可企业携带上
百个产品参展，充分体现出近年
来四川地理标志商标品牌建设的
新成果。

本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