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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政协民
主评议州公安交警支队服务管理
工作动员大会在康召开，州政协副
主席阿基布珠出席会议并讲话。

阿 基 布 珠 指 出 ，以 民 主 评
议的形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
是政协服务社会发展的有效途
径。对州公安交警支队服务管
理工作进行民主评议，旨在推
进公安交警规范化建设，提高
甘孜交警队伍的服务效能和甘
孜公安机关的公信力，进而更
好的服务全州发展。

他 要 求 ，评 议 组 成 员 和 评
议对象都要提高认识、强化举
措，确保此次评议工作精准落
地，取得实效。要充分认识到做
好这次民主工作，既是丰富和
推 进 政 协 民 主 监 督 的 重 要 举
措，又是贯彻落实州委部署的
具体行动，也是推动和改进交
警系统工作的现实需要。要严
格践行“公平公开、民主帮助、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民主评议
的基本原则，扎实开展好各个
阶段的具体工作，确保评议工
作过程科学规范，结果客观真

实。要加强协调和学习，坚持实
事求是、公道公正和以人为本的
立场，做到不推诿、不掩饰，互相
沟通、互相支持，大力发扬深入
扎实、团结协作、求真务实、艰苦
奋斗的作风，用精心的组织和扎
实的落实确保评议取得实效。

州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就抓好
此次评议工作作出部署。他要求
州交警支队全体班子一要高度重
视，积极主动参与，全力支持政协
民主评议工作的开展；二要充分
利用新媒体和各种宣传平台，宣
传民主评议的意义；三要积极开
展自查自纠，落实责任，认真解决
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会议宣读了《甘孜州政协民
主评议州公安交警支队工作方
案》，州公安交警支队负责人就全
力配合这次民主评议活动作了表
态发言。

州政协民主评议工作领导小
组在康全体成员，省、州、县政协
委员代表，州公安局负责人、州交
警支队中层以上干部、民警辅警
代表参加会议。

见习记者 包小玉

甘孜日报讯 昨（12）日，记者
从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国道
318 线康定市过境段公路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获省发改委批复。

国道318线康定市过境段公
路工程路线走向与G4218线康定
过境段高速公路处于同一走廊带
内，是川藏南线进藏大通道的组
成部分。该项目路线全长 13 公
里，估算总投资 11.07 亿元，其中
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资金
8.93 亿元（最终以国家发展改革
委核定金额为准），全线采用二级

公路，设计速度40公里/小时，路
基宽度10米。

国道318线康定市过境段公
路工程的建设，对缓解进出康定
地区拥堵现状，提高区域路网通
行能力；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支持旅游支柱产业壮大；促进民
族团结、维护藏区稳定，提高公路
交通安全，增强应急保障能力，并
与G4218线康定过境段高速公路
配合形成高速公路和国道双通道
过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甘孜日报讯 近日，随着登记
人员鼠标的点击，建行甘孜分行
成功为一家企业导办了我州“政
银合作”第一张营业执照。

据悉，为响应国务院《关于印
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
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
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四川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全省范围试
点开展“政银合作”企业登记注册
服务工作，建行四川省分行成为
首批试点银行之一。今年 7 月，
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举行了我州工
商登记“政银合作”签约仪式。会
后，建行甘孜分行积极响应“金融
机构充分发挥自身系统优势、人

才优势、科技优势、信息优势，为
甘孜州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有力
金融支持，专门安排两名AB角经
办人员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业务培
训，并在办证所需的硬件设备上
予以充分准备。

实施“政银合作”项目是深化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工
商全程电子化登记业务服务的延
伸，是实现政府、银行和企业等多
方“共赢”的前提。下一步，我州将
继续加大“政银合作”力度，以点
扩面，实现签约网点全覆盖、即时
办，切实服务小微、助力企业高质
量发展。

州工商局

甘孜日报讯 近日，得荣县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出租汽车驾驶员
安全知识及职业道德培训会，为30
余名出租车驾驶员及企业负责人
进行交通安全“充电”，旨在全县宣
传营造安全文明出行的浓厚氛围。

会议要求出租车驾驶员及车
队负责人提高安全意识和责任意
识，重点杜绝开“带病车”、超员、超
速、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加强对机动车辆的安

全性能检查，并制作应急方案，

做到文明驾驶、安全运营。会议还
对7·28交通事故进行了通报，组
织全体出租车驾驶员集体观看了
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并结合交通
事故案例进行教学。

通过此次培训学习，广大出
租车驾驶员安全责任及职业道德
意识得到了提高，纷纷表示要时
刻绷紧安全弦，提高自身素质，共
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创造
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县委中心报道组 黄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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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荣县
开展出租车驾驶员安全培训

沿着巴白路继续前行，记者
来到距离县城60多公里的欧帕
西原始森林八龙须沟，“拜访”一
道清泉——这是工作队在巴塘
的一个重要“发现”。

八龙须沟人迹罕至，上千年的
柏树随处可见。经采样检测，与市
场上销售的饮用水各项矿物质、微
量元素进行比对，这道泉水不仅富
含锶、锌、硒、偏硅酸等对身体有益
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一些指标还
远高于市场上的饮用水。

“这么好的水可不能白白流
淌。”双流县援藏工作队副领队、
挂职巴塘县副县长的骆程拿着
检测报告，跑了8家饮用水生产
企业，终于说服双流牧山泉水业
有限公司来巴塘看看。这一看，
便立即拍板投资。

制水车间在离水源地下游
10公里的地方，坐落于松多乡下
莫西村，总投资2000万元，已于
今年7月正式投产。泉水引进车
间，经粗滤、精滤、吸附、超滤、反
渗透等多道工序生产，保留丰富
的锶、锌等矿物质，经无菌灌装
后成为正式成品。

因 为 水 厂 海 拔 3180 米 左
右，紧邻318国道，零污染、纯天
然，于是这瓶“养生水”有了个朗
朗上口的名字——“三一八零”。

“村民能从这瓶水中获得四
笔收入。”骆程介绍，项目一期厂
房由松多乡上莫西、下莫西等 7
个村利用产业发展周转金150万
元进行修建，并出租给“三一八
零”矿泉水厂使用，村民每年有8
万元纯租金收入；6个村以150万
元的产业发展基金入股，占公司
三分之一的股份，年底参与分红；
在里面务工的村民，每人每月有
4000元的工资收入；所售产品将
按照1元/桶、0.1元/瓶的标准提
取扶贫基金，用于脱贫攻坚。

据悉，目前一家国有大型航
空公司已经与企业达成初步意
向，将定制航空饮用水，届时，巴
塘的清泉将飞向全世界。

“感谢双流的援藏干部，给
我们招来了这么好的项目，资源
得到了开发，产业得到了发展，
为我们的贫困群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巴塘县委书记汪
玉琼说。

月11日，从318国道转入巴白路（巴塘—白玉），十多分钟后，一片蔬菜大棚闯入眼帘。同行的松多乡乡长扎西甲措有些激动
地介绍：“这是我们县第一个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园！多亏了双流援藏干部……”

两年来，双流援藏干部积极拓展援建思路，用一个个产业项目，助推巴塘产业发展重塑、贫困群众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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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总是多情，还未进门，一窝石榴
一棵梨果实累累，迎迓着客人的到来。

这是得荣县瓦卡镇瓦卡村次仁彭措
的小院。

推开古色古香的木质大门，主人次仁
彭措和妻子次仁拉姆抱着小孙子站在葡萄
架下，热情地迎接着大家：“走，走，屋里坐。”

次仁彭措是一座两层楼房，足足500
平方米，宽大的客厅、舒适的卧室、清洁的
卫生间，既有藏式的风格，又有现代的功
能，让蜗居城市的记者好不羡慕。

次仁彭措的楼房属于灾后重建房。
2013年8月28日和30日，瓦卡镇分别遭
遇5.1级和5.9级地震，给瓦卡群众带来重
大灾难。地震发生，在州委、州政府的关怀
下，得荣县委、乡政府开展灾后重建。2016
年10月，瓦卡镇凤凰涅槃，打造成一座藏
乡田园风情小镇。

次仁彭措以前在阿称村，住的是土房
子，灾后重建后，政府补贴了14万元，贴息
贷款6万元，加上自己一些积蓄，花了40
多万元建了这楼房。“现在政策好啊，建房
有补贴。以往住土屋，现在住楼房，安逸！”

次仁彭措最得意的还是他的屋前小
院。55岁的次仁彭措是一名木工，有着精
湛的技艺，以往每年有十多万收入，随着
年龄增大，次仁彭措已是干“耍耍活”，每
年有四五万元收入；大儿子跑车搞运输每
年有七八万元收入；小儿子在县移动公司
瓦卡镇办理点上班，每年有五六万元收
入；每年种植葡萄一年有一两万元收入，
一年下来，一家人近二十万元收入，日子
过得很舒心。次仁彭措属于“半工作”状
态，但他天生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设
计了他的屋前小院。

“看，这是蔬菜区，这是花草区，这是
葡萄架，这是凉亭，这是假山水池……”说
起自己的小院，本来不善言辞的次仁彭措
口如悬河。

菜畦里，几棵玉米已经结穗，饱满的

果实披着红缨；十余株树椒红的红、青的
青，相互映衬；南瓜已开花，茄子已半尺，
生菜打着卷。“这是日本番茄，我从云南去
找的种，再过几天就红了。”次仁彭措得意
地为记者介绍着三株结着青紫色椭圆形
果实的植物，顺手拔掉旁边的一株野草。

“劳动惯了，闲不住，不干活就不舒服。”
除了蔬菜最多的就是花，三角梅开得正

艳，月季花带着娇羞，茶花打着朵儿，格桑摇
曳风中，院子里姹紫嫣红，热闹非凡。还有一
架葡萄红的红紫的紫，折射着阳光的饱满。

一个小小的转经房倚在墙边，黄墙红
顶，洋溢着藏族风情。转经房旁，一个小小的
水池，几尾游走的锦鲤，让院子灵动起来。

院里有个凉亭，原木搭建，几个留种
的葫芦悬挂在上面，别有情致。后门紧靠
凉亭，门外小坝停着电动车、三轮车、农用
车和小轿车。“现在家里啥车都有，连孙子
都有小车车。”次仁拉姆指着孙子手中的
玩具车，高兴地说。

“灾后重建住上了新房，村里还组织
大家发展葡萄产业增加收入。现在吃得
饱、穿得暖，就想把日子过得有意思一点，
有了这小院，空闲时种种菜，种种花，浇浇
水，还不用买菜，又方便又省钱，还锻炼了
身体哩！”次仁拉姆说现在日子好过了，大
家就想着怎样把日子过得更安逸。

随行的瓦卡镇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瓦
卡镇180户灾后重建户几乎家家都有像次
仁彭措这样的小院，后屋前院已成为瓦卡
群众房屋建造的“标配”。瓦卡镇要打造旅
游风情小镇，大家都叫这小院是瓦卡镇的

“风情小院”。“风情小院”现在已经成为瓦
卡镇群众陶冶情操的园地，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

要离开了，主人热情地摘下几串葡萄
送给大家。剥皮入口，甜美陶醉味蕾。再看
次仁彭措的“风情小院”，这葡萄的甜美不
正是主人在为我们分享他甜蜜的生活、幸
福的味道吗？

次仁彭措的“风情小院”
◎谢臣仁 记者 刘小兵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文/图

走进其中一座大棚，之间一
根根青翠的黄瓜正茁壮生长。

“这里日照特别充足，长出
的黄瓜也特别脆。”巴塘县高原
鲜生态农业产业园总经理孟凡
强扯下几根黄瓜递给记者，轻轻
一掰，黄瓜就伴着脆响一分为
二，咬下去有股青苹果的清香。

和常见的蔬菜大棚不一样，
这里的大棚有一面特别厚的

“墙”，包括一层纱布、两层厚棉
被、一层薄膜、一层保温板。孟凡
强说，这是按照巴塘的土质和环
境特别设计的，“在山东寿光，这
道‘墙’是直接用土垒成。”

今年3月，孟凡强带着10个
技术工人从山东寿光来到巴塘，
开始设计建设高原生态蔬菜大
棚。虽然结构稍有变化，但建设
技术仍与国内最先进水平接轨：
整个大棚能自动放风，自动浇
灌，自动水肥一体。正在安装的
大棚信息系统，还能实现通过手
机控制大棚的温度和湿度等。

而孟凡强与巴塘的这段缘，
源于巴塘县领导与双流援藏干
部的一句话。

原来，过去巴塘本地蔬菜出
产少，90%以上由外地贩运进来，
运输成本高，蔬菜价格贵。在一次
会议间隙，巴塘县领导得知双流
援藏干部韩国梁老家在山东，就
半开玩笑地问他：“你有没有办法

引进一家蔬菜大棚企业？”
听者有意。韩国梁立刻发动

老家亲友奔走联络，终于邀请到
山东寿光高科温室工程有限公
司前来实地考察。但考察结果一
开始不太乐观：在高原上投资一
个大棚，所需资金是其他地方的
2-3倍，企业认为“风险太大”。

既是县城居民的“菜篮子”，
又是脱贫攻坚的“新抓手”，如何
让项目放心扎根巴塘？巴塘县和
双流援藏工作队绞尽脑汁。

在梳理现有资源后，巴塘县决
定，将全县35个贫困村、40个非贫
困村的集体产业发展周转金1300
余万元进行整合，再结合省级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专项资金500万元，
省级集体经济示范点产业发展专
项基金500万元和产业扶贫基金
500万元，连同寿光高科温室工程
有限公司投资的700余万元，按照

“农户+村+合作社+公司”的思路，
共同建设蔬菜产业项目。其中，各
村所占股份由国资公司代持，实现
国资控股、村民分红。

目前，首批23个标准化蔬菜
大棚已经建成投产，每天要向巴
塘输送1000多斤黄瓜、辣椒、西
葫芦等蔬菜。“还有一批大棚要
建。”孟凡强说，年底这个基地将全
部投产，预计年产量达1200吨、
年收入700余万元，“每年预计将
有400余万元利润给群众分红。”

一瓶山泉水带来四种收入盘活资源

高原建起先进蔬菜大棚众筹项目

援藏“红娘”招来“金龟婿”
◎罗向明/文 巴塘县委宣传部/图

巴塘县高原鲜生态农业产业园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