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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日前，理塘县高
城镇替然色巴二村扎巴桑批免费
领到灭火器并现场学习了使用方
法，像他一样，全村 50 户藏族村
民家家都有了灭火器。

当天下午，在替然色巴二村
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举办了
一次专题消防知识培训演练会，
特邀理塘县消防专家周警官为大
家进行讲解。

听完讲解后，扎巴桑批对家庭
防火知识、初期火灾灭火、火灾现场
逃生和灭火器的使用说明有了初步
了解。他说，我一定要教育孩子不要
玩火。在家做到烟头不乱扔，外出关
闭明火与电气。如果一旦发现火情，
电器、油锅着火不能直接用水浇，电
器着火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油锅
着火要使用湿棉被、湿毛巾捂盖以
隔绝空气。如果火势变大，一定不要

留恋财物，用湿毛巾等捂住口鼻往
远离烟火或楼下跑。

讲解完毕后，全体村民在活
动中心院坝现场学习了灭火器的
使用操作步骤。现场每个村民亲
自逐一操作了灭火器的使用方
法。对于群众操作中存在的误区，
周警官及时指出并解释了潜在的
危险因素。

最后，村干部为每个家庭发
放了一只干粉灭火器。同时叮嘱
群众一定要按照规定放置灭火
器，不要放在地上或者挂在太高
的地方，也要避免小孩接触。

扎巴桑批说，回去后，要进一
步熟悉这些知识，教给未参加活
动的亲友，让他们也参与到消防
安全管理中来。

县委中心报道组 叶强平
何苗 文/图

理塘县替然色巴二村

家家都有灭火器

现场指导使用灭火器。

甘孜日报讯 连日来，道孚县
气候干燥，气温持续升高，加上正
值清明祭扫，森林火险等级不断攀
升。4月5日，森林消防支队道孚大
队指战员放弃节假日休息，配合道
孚县应急管理局对道孚县鲜水镇
烈士陵园及周围、火坟山和城小后
山三个祭扫点开展防火巡护任务，
严防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

“老乡你们好，我们是道孚森
林消防大队队员，为预防森林火
灾发生，请你们切勿在野外吸烟、
随意乱丢易燃物，谢谢你们的配
合！”大队指战员在祭扫点巡护时
只要遇见有驻地群众，便立即上
前进行提醒说明，有效加强群众
防范意识的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
人为起火隐患。

开展巡护过程中，该大队将
人员分成了 3 个定点巡护组和 1
个机动巡护组，分地段进行巡护，
队员们认真细致观察，及时对巡
护路线上发现的易燃物和火灾隐
患进行清理，由于山路崎岖、灌木

丛生，火灾隐患较多且难以清理，
祭扫点山高坡陡，来回差不多 3
公里的山路，巡护一次平均都需
要 1 个小时；火坟山祭扫点的草
原，枯草丛生，容易引发森林火
灾，队员加大了该地段的巡护；当
地群众在坟山上祭拜后，有部分
燃烧过的纸钱堆未熄灭，队员迅
速对火堆进行看守，防止火星点
燃周边草堆引发森林火灾。

大队队员行走在祭扫点周围
的村庄里，积极开展森林火灾知识
宣传普及，向群众讲清森林火灾的
重大危害，教授他们基础防火灭火
技能，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护林
防火，切实做到了防患于未“燃”。

队员巡护一天下来，携装巡
护10余公里，但从队员脸上看不
出丝毫的疲惫，看出的却是完成
任务后的欣慰与自豪。班长张韬
说：“巡护日子很充实，为了藏乡
的防火安全，我们一定担好责任、
履行好使命。”

杨承富 文/图

道孚森防大队

常态巡护不松劲

消防员上门宣讲防火安全知识。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参加甘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建设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

望着院子里长满油亮花羽毛的大肥
鸡，洛绒更林满脸笑容，还有十几天，这
100多只鸡就可以出栏了。“一只鸡能卖
到 200 元，平均下来，每只鸡纯利润有
100多元，家里的几百只鸡一年下来，少
说能挣几万元。”洛绒更林还盘算着，再过
不久，就可以再多买一些鸡仔来养殖了。

“现在我家的生活在村子里也算数
一数二的，但是五年前，我家里还是一穷
二白的，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咧。”谈起五
年前家里的境况，洛绒更林大叔如今还
觉得恍如隔梦。

2014 年洛绒更林家还是村里的精
准扶贫户，因缺乏劳动力和发展资金，让
这个六口之家捉襟见肘，平时就靠地里
的土豆换点粮食过活，了解到他家里的
情况后，结对亲戚和乡政府纷纷为他积
极出谋划策。

“我觉得应该试着养点藏鸡，不光前
景好，只要掌握了养殖技术就能迅速脱
贫。”2014年正是结对亲戚的这句话，改
变了洛绒更林大叔一家人的生活。

此后他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养殖起藏
鸡，经过农牧局科技人员的技术支持和
四年的不断探索，如今的洛绒更林已掌
握了藏鸡养殖的关键技术，从孵化、繁育
鸡苗到养鸡、防疫，再到市场销售，每个
环节他都烂熟于胸。

“要想把鸡养好，这里面可是大有学
问，不光是喂养的粮食要优质，平时还要
注意防疫，鸡和人一样，生病了就要吃药
的，精心看管，才能养出大家都喜欢吃的
正宗藏鸡。”现在说起养鸡，洛绒更林头
头是道，俨然已经成为了村里的专家。

现在，洛绒更林家的藏鸡在市场上
非常受欢迎，经常供不应求，县文旅广新
局和他签订了销售合同，利润相当可观，
还经常有人主动驱车前往他家来购买藏

鸡和藏鸡蛋。
“去年阿里巴巴电商销售公司和成

都棒棒鸡公司都到我这里来考察了，说
我的鸡肉质好，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今

年已同意和我一起合作。所以下一步我
打算再扩大养殖规模，让村子里的人跟
我一起干。”洛绒更林笑容满面地说。

由脱贫到致富，通过养鸡，这个几年

前还揭不开锅的精准扶贫户，目前逐步
发展起自己家庭院里的特色养殖业。如
今，洛绒更林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一
家人脱贫摘帽过上了幸福生活。

洛绒更林借“鸡”脱贫

看着收获颇丰的鸡蛋，洛绒更林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甘孜日报讯 4 月 10 日上午，记者
从州工业和信息化工作暨党风廉政建
设会议上获悉，今年我州按照“打造东
部工业经济核心，建设南部特色经济高
地，发展北部生态经济支撑”产业布局
思路，努力构建“1+3+2”绿色优势现代
工业体系，打造优势产业链和产业生态
圈，力争全年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
9%左右，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0%左右。

“1”就是优先发展新兴产业。今年，
我州围绕建设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园区
目标，把大数据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来培育，着力打造集数据加工、数据
服务、数据交易、数据应用于一体的数
据经济全产业链，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
换。启动新都桥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园建
设，加快开展选址论证、水资源论证、园
区环境影响评价等要件准备工作，完成
征地2700亩，4月份开工建设园区输配
电设施、通信设施、交通设施等基础设

施工程，为企业入驻提供必要条件，确
保年底前2-3户企业落户园区。

“3”就是加快发展3个特色产业。提
升中藏医药业，指导药材种植规模化规
范化发展，建立羌活等8个育种育苗基
地，累计完成药材种植8.5万亩。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实现康定鸳鸯坝药业园区2
户企业入驻开工，推进德格麦宿中藏医
药产业园建设，实现宗萨藏医药公司升
规，推进乡城融合产业园藏青兰饮片厂
投产，基本建成2000 亩药材种植示范
园，争取省藏医院落户甘孜州，建成州藏
医院综合大楼和州藏医院武侯医院，全
年实现产业产值12亿元；壮大农产品加
工业，组建甘孜州农产品加工行业协会，
依托龙头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带动专业
合作社发展，提高农产品加工企业组织
化程度。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园区聚
集，重点培育雅江松茸产业园等6个农产
品加工园区，组织企业申报《四川省地方
名优产品推荐目录》，力争20余类产品列

入名优特产品目录；培育民族工艺美术
业，重点打造以白玉县河坡为龙头的民
族手工艺品加工业，引进旅游产业开发
公司整合民间手工技艺资源，实现民族
手工艺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启动白玉县河坡民族手工艺文化街、游
客接待中心、演艺中心建设项目，加快推
进炉霍唐卡、丹巴刺绣、道孚雕刻、石渠
民族服饰等重点工艺品开发力度，不断
丰富甘孜州民族工艺美术行业。

“2”就是有序发展水电矿产业。巩
固水电业。力争开创我州电力交易专场，
巩固与成都、眉山直购电合作，实现直购
电交易2亿千瓦时以上。加快雅安送出
加强工程、康定—蜀州串补站工程、甘谷
地-雅安改接工程进度，缓解断面受限，
调峰弃水控制在30亿千瓦时以内，用足
用好留存电量，全年计划争取留存电量
26.6亿千瓦时，增加我州内使用留存电
量工业企业8户，增加州内用电量2100
万千瓦时，力争实现上网电量345亿千

瓦时，实现产值76亿元；发展矿产业，按
照“整装开发”原则，稳步推进融达锂业
复工工作，有序开展天齐锂业、雅江斯诺
威公司复产工作，加快利益共享机制建
立进程。大力发展建材工业，积极协调泸
定山盛水泥有限公司4000t/d 熟料生
产线产能置换（垃圾协同处置项目）和炉
霍华康水泥2500t/d 熟料生产线产能
置换工作，推进大成矿业、跑马山水泥厂
尽快投产，开工建设中咀运输巷道和井
巷工程，加快丹巴中凯矿业选厂工程，推
进鑫源矿业呷村深部开拓扩规建设，全
年力争实现产值15亿元。

“实施‘工业强州’战略，构建‘1+
3+2’绿色优势现代工业体系，实现甘
孜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特色产业‘从
小到大’，电矿产业‘从大到优’，通过发
展增量、激活存量，充分发掘潜能，促进
全州工业结构全面优化升级。”州政府
副州长杜德清在会上指出。

杨琦 实习记者 包小玉

实施“工业强州”战略

我州构建“1+3+2”
绿色优势现代工业体系

◎乡城县委中心报道组 央宗 文/图

15日，笔者走进乡城县青德镇豆改村洛绒更林家，只见院里和房前屋后到处是毛色鲜亮，体型轻小、匀称紧凑的乡城藏鸡。

50岁的洛绒更林正在为鸡群准备玉米面和青稞粉，随着一声开饭的号子，活蹦乱跳的鸡群立马飞奔而来聚拢在一起抢夺粮食。

精准扶贫进行时

（紧接第一版）时而踢腿蹬脚、时而翻肘展
拳，时而急舞长剑、时而凝神吐纳，一个个
气定神闲、英姿飒爽，一招一式之间都显示
出热爱生活、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丰富活动内容，还邀请了专业武术
表演团队和专业声乐表演团队，现场表演了

《功夫旗舞》和民乐合奏《渔舟晚歌》，精彩的
演绎引发现场阵阵掌声。由泸定县红色记忆
艺术团表演的舞蹈《遗忘的青纱》通过情景
再现，展现了泸定妇女勤劳善良，勇敢坚强
的性格特征。最后，泸定县红色记忆艺术团
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你听》为活动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表达了泸定人民感恩奋进，奋
力推树“成都后花园·康养加休闲”旅游品
牌，打造甘孜州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
精品点位，加快建设红色宜居、美丽幸福新
泸定的共同心声。

据活动总导演、泸定县文化馆馆长冯菊

梅介绍，此次活动由泸定县委宣传部、泸定
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以及杵坭乡党政
府主办，是今年州内规模最大的首场群众性
功夫类文体活动；在活动上参与表演的老人
都是泸定本土健身爱好者，平均年纪在60
岁以上，最大的即将满80岁。此次活动，是
泸定县第九届樱桃节系列活动中的首场活
动，旨在为泸定县第九届樱桃营造氛围，并
展现泸定良好的人居环境、淳朴的风土人情
和绝佳的康养条件。

据悉，2019 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
游节分会场暨泸定县第九届樱桃节系列
活，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由四
川省林业和草原局主办，蒲江县委、政府
和泸定县委、政府承办。活动时间安排为
2019年4月13日至5月1日，活动地点为
泸定县杵坭乡、烹坝镇。
余秋林 记者 刘小兵 肖宵 李娅妮 文/图

康养生活 乐享健康

（紧接第一版）保证公正司法，
推动完善全省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法
定定案标准和诉讼程序，加强办理
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沟通和协作。
推动全民守法，以“法律七进”为载
体普及《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推动广大群众争做国家安全的忠诚
卫士。

要深化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完 善 我 省 国 家 安 全 宣 传 教 育 机
制，分门别类编写宣教大纲、教材
和读物，推进国家安全学科建设，
分层次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
不断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集
中开展好“4·15”全民国家安全教
育日系列活动，推动总体国家安

全观深入人心。
要保障服务中心大局。紧紧围

绕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
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紧紧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农村
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重大改革，
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推动各项
改革蹄疾步稳、有序推进。紧紧围
绕对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
经济带发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
国家战略，建立健全对外开放合作
安全体系，为推动“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
提供有力的安全支撑，确保重大工
作推进到哪里、安全保障工作就跟
进到哪里。

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不断提高国家安全工作水平

（紧接第一版）宣传扫黑除恶、禁
毒防艾、食品安全等内容，引来群
众围观“听课”。

接地气宣传也是此次活动一大
亮点。“首先，让我们来看个小故
事。”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甘孜州中心
支行《个人外汇业务小知识》宣传手
册的首页。“这本小册子封面活泼可
爱，内容也通俗有趣，我要带回去给
孙子也看看。”余开兰告诉记者。“金
融知识因为涉及比较专业领域，所

以很多群众在危及自己经济安全
时，不知道该如何维权。为此，我们
将群众比较关注的反假币、个人外
汇业务、存款、保险等知识通过漫画
等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编制成手册。
字少画多，且大多是通过案例来体
现知识点，以便让群众在兴趣阅读
的同时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筑牢
安全意识。”中国人民银行甘孜州中
心支行工作人员钟伟告诉记者。

见习记者 汪青拉姆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