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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资 讯

甘孜日报讯 8 月 8 日，
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四川
民族学院、州委党校、州社会
主义学院、州职业技术学院、
州藏校 5 家单位在康定签署

《甘孜州文化旅游综合人才
培训基地》合作协议并进行
了授牌。协议将对全州文化
旅游系统，特别是涉旅企业
37000 余家，直接从业人员
83000 余人，间接从业人员
约14万人进行综合培训。

据了解，根据四川省“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和甘孜州

“三创联动”的社会经济发展
思路，结合建设世界旅游目
的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建设总要求，为提升涉旅从
业人员整体素质及行业形
象，全面围绕行业服务质量
提升，以全员培训，持证上岗
工作为中心，同步推进涉旅
主管部门互动机制建设、文
化旅游智库建设、涉旅人才

培训和评价机制建设、行业
协会建设、文旅人员信息监
管系统建设等五项工作，有
效形成“1+5”工作格局。

此次签署协议是双方
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行业
协会、院校的互补优势，特
别是利用州内各高校均拥
有完备的培训场所、优质的
师资力量以及涉及文化旅
游的专业课程，承担全州涉
旅从业人员综合培训工作。
通过合作将建立甘孜州“1+
5”综合文化旅游培训基地，
即建立甘孜文化旅游规范
培训体系和文化旅游智库；
行业理论、操作技能、技术
评价、产品培育和“旅游+”。
以此全面规范文化旅游人
才培训工作，建设旅游、人
事 、企 业 三 重 技 能 评 价 机
制，全面提升全州文化旅游
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记者 宋志勇

州校合作培训
文化旅游综合人才

甘孜日报讯 今年，色达
县按照州委州政府部署，继
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大力
实施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
项整治“三大革命”，加快推
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乡村颜值。

“垃圾革命”扮靓人居环
境。聚焦人居环境改善，深入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清理
乱挂经幡500余吨，清除乱贴
广告、乱挂横幅296条，清运
垃圾300余吨，督办环卫问题
332 个，入户发放宣传资料
800余份。

“厕所革命”助力城乡文

明。深入推进“厕所革命”，解
决入厕难、不文明、污染环境
等问题。截至目前，投资 375
万元，新建城乡公共厕所 7
个、农村户厕35个。

“污水革命”保障饮水安
全。投资 6907 万元，建成供
排水管网延伸、第二水厂等
项目，清掏供排水管道4000
千米、下水道雨篦子200个，
完成400余口供水井吸污清
淤消毒并恢复供水，对农村
饮用水水质进行抽样检测，
全县 72 个饮用水水源水质
100%达标。

县政府

色达县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甘孜日报讯 近日，笔者
从州农行获悉，截止 6 月末，
该行已累计发放惠农 e 贷
4093 户、金额 3.29 亿元，上
半年新增 1438 户、金额 1.71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31.54%，完成序时计划的
263.08%。

近年来，该行把数字化
转型作为农行第一经营战
略，把惠农 e 贷作为全行“一
号工程”，利用金融科技手段
为“三农”和实体经济提供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更有温度
的金融服务。该行以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
点，按县梳理客户清单、项
目，坚持线上办理惠农 e 贷
业务，提高金融惠民触达率
及效率。同时，该行结合甘孜
州情行情，首次创新惠农担.
富农 e 贷业务，引入省农担
公司，将有效解决农牧民群
众担保问题，实现“银企农”
三赢。此外，该行由驻村干部
牵头组建金融服务分队，对
信用乡、信用村实施惠农 e
贷整乡推进。

陈建军

州农行
为脱贫攻坚注金融活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
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
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
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
增收上来。如今，从黑土地到
中原粮仓，从西南山区到鱼米
之乡，现代种养、农产品加工、
乡村旅游等乡村特色农业正
在希望的田野上“拔节生长”。
告别千篇一律，各地打造富有
乡土特色和本地特色的新产
业、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

农业一头连着农民“钱
袋子”，一头连着居民“米袋
子”“菜篮子”“果盘子”“奶瓶
子”，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田
间地头看，当前农业生产主
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
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
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
并存，大路货多，优质品种
少，农产品卖不上好价钱。从
居民餐桌看，消费者对“购物

车”里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
有了更高要求。因此，各地尤
须立足实际、盯紧市场，把多
的减下去、少的增上来，用特
色和高品质重新定位农业发
展的未来。

突出特色，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需要做到人有我
优、人优我精，而不是一哄而
上、盲目发展，更要避免陷入
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特色还
来自于对市场的深度挖掘，
让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农业
经营主体闯市场，发挥他们
对需求更敏感的优势，号准
市场脉搏，实现农业产业优
质优价。同时，鼓励农业经营
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
业发展轨道，实现抱团发展。

广袤农村天地宽，自然
气候、资源禀赋、种植传统各
不相同，因地制宜挖掘潜力、
开发潜能，才能让农业筋骨
更强健，让乡村特色产业真
正连接城乡，富裕农民。

促进乡村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

◎王浩

经 济 随 笔

精准扶贫进行时

向脱贫攻坚最后堡垒

发起总攻

唤醒沉睡的土地
道孚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内江市威远县红菜苔蔬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张伟开来的卡车很快
就要装满了，他告诉记者，通过朋友引
荐，今年是第一次来道孚县收购莴笋，这
里的莴笋具有外形粗短条顺、大小整齐、
不弯曲，皮薄、水分充足、口感爽脆的特
点，是高品质的莴笋。“我们合作社建有
大型冷库，新鲜蔬菜可以保存一个月不
变质。这次打算大量收购道孚县的莴笋，
帮助当地解决销路问题。我们一天可以
收购 20 万斤蔬菜。”

正忙着装车的州职校学生仁青告诉
记者，放假后，他没有外出旅游，而是选择
了到基地来务工，已经来了一个月了，每
天有 100 元的收入，一个月可以挣 3000
元，既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自己也有了零
花钱。记者注意到，和他一起务工的还有
好几名学生。 莴笋进入收获季节，不仅
让学生们在假期中参与务工，也让当地老
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沙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志玛头也不抬
地拔着莴笋，一排排莴笋齐刷刷地堆在地
上。“家里储存的粮食很多，根本吃不了，有
的存粮都放了四五年。”志玛说，她家的存
粮还不算多，村子里有的家里存粮堆积如
山，起码有几万公斤，卖不成钱，存放久了，
还有霉变的风险。

在沙江村，村民巴登多吉在 2016 年

秋收后就在思考这个问题。2017 年，巴登
多吉与成都的朋友合伙，在沙江村试种莴
笋。“没想到居然亩产达到了 4000 公斤，
只是市场对接不成功，最终也没赚到钱。”
巴登多吉说。

八美镇党委书记巴登益西告诉记者，
村民种植莴笋的积极性很高，镇党委、政府
因势利导，引进市场主体，在当地成立道孚
绿洲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公司+合
作社+农牧民”的模式，在道孚县种植莴笋
2000多亩。

“沙江村过去种青稞，平均亩产大约
200 公斤，亩产值大概 800 元。现在种莴
笋，预计平均亩产 5000 公斤，亩产值 2 万
元。”巴登益西说，亩产值之所以能够提高，
主要因为老板一出手，就有更多技术、市
场、资金等参与进来。

在道孚县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道孚
绿洲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黄林峰很
快就以480元/亩的价格流转了2000亩土
地。“我家流转了 4 亩土地，流转金 1920
元，更重要的是我不需要担心播种、管理、
收获，辛苦一年而且还变不成钱，现在不用
担任何风险就有稳定的收入，除了土地流
转收入，我还能在蔬菜基地务工，从去年到
现在，我的务工收入就有13200元，对于我
们找不到挣钱门路的贫困户来说，这是一
项稳定的收入。”志玛乐呵呵地说。

在八美镇中古村，400 亩的莴笋已进
入收获期。该基地不仅让村民学到了种植
技术，也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除去480
元/亩的土地流转费用外，基地半年吸纳了
近3000余人次就近务工。在基地务工的村
民罗扎说，土地流转费已经收到，自己在这
里务工，每天还有 100 元的收入，10 天结
算一次工钱，今年约有近万元的务工收入。

“我们家今年只流转了36.81亩地，收
入17668元，加上在这里打工的收入，比往
年收入翻了一番。”村民多灯说。

据巴登益西介绍，今年八美镇引进
鸿运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康绿
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4 家涉农企业，八
美镇莴笋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亩。截止 7
月底，道孚绿洲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向村民支付劳务工资 85 万元，土地
流转费 43 万元，蔬菜产业成为当地村民
新的经济增长点。

卡勒是格西乡若珠村村民，也是安珠
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的一名工人。两年来，
他家流转给示范园18亩土地，一年收入近
万元；自己在合作社工作两年，每个月都有
3000元的收入，家庭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安珠农民种养专业合作社成立后，给贫
困户带来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优先流转土
地、优先用工、优先分红。安珠农业生态示范
园负责人杨国鑫说：“我们采取‘土地租用+

返聘务工+提成分红’模式，村民都以土地
入股，公司按每年522元/亩的标准支付村
民土地流转租金；当地贫困户和剩余劳动力
可以进来务工，他们每天能挣一百多元钱，
挣钱顾家两不误。”

近年来，道孚县委、县政府提出以脱贫
攻坚为主导、推进城乡同步建、产业同步
育、社会同步治的“一主三同步”总体发展
战略，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油菜花、黑木耳、
黑青稞、高原特色有机露天蔬菜、高原特色
中藏药材、高原特色畜禽养殖等，通过“大
产业+小产业”，构建“企业+专业合社+农
户+”模式，不断推进农作物的转型升级，加
快形成特色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
链，以国道 350 线百公里绿色生态产业示
范带为重点，规模化种植高原春油菜 2 万
余亩，黑青稞1.15万亩、黑木耳88.7万棒，
高原特色有机露地蔬菜1.82万亩、高原特
色中藏药材 1 万余亩，建成高原特色畜禽
养殖基地 5 个。大葱产业年创造产值 360
万元，惠及181户农户981人，年人均增收
1000 元左右；油菜产业年创造产值 1825
万元，惠及 432 户农户 1956 人，年人均增
收 630 元左右。道孚大葱作为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已成为道孚高原特色生态农
产品的响亮品牌；“木雅·噶达万亩花海”作
为高原旅游差异化发展典型，已成为道孚
农旅结合发展的新亮点。

“要下雨了，大家把雨衣穿上继续干，老板等着装车马上走。”8月5日，在道孚县八美镇沙江
村的一个莴笋种植基地，村支书看见黑云压顶，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对正在收莴笋的村民们说。

现场约90多个村民麻利地穿上雨衣，50多公分长的莴笋倒成一地，村民们有的在捆绑莴笋，
有的在装车，忙得不亦乐乎，一望无际的成片莴笋绿意盎然。

甘孜日报讯 8 月 8 日，石渠县
锅庄广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该
县首次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正在
这里火热举行。

“我当过两年电工学徒行不
行？”“我懂一些电脑的基本操作行
不行？”“这个海运运价员和单证员
主要是做什么？”……招聘现场，二
十张简易遮雨棚和办公桌左右排
开，广场LED大屏幕滚动播放着招
聘启示，来自广东省、成都市、安徽
省、甘孜州内及石渠本地企业等地
的 38 家用人单位带着电子、餐饮、
酒店、护理、旅游、安保、设计、机电
等 2676 个就业岗位，现场搭台选
聘，前来咨询、应聘的当地群众络
绎不绝。

“我从小在石渠长大只读过几
年书，没什么技能我本来以为应聘
不上，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看
看，没想到能应聘的岗位还不少，
有好多岗位只要勤快踏实肯干就
能胜任，我应聘上了一家酒店的服
务员，工资 3500 元还包吃住呢！”
成功应聘的蒙宜镇村民西勒显得
十分满意。

家住尼呷镇的贫困户青美泽仁
带着 20 多岁的儿子一起出现在招
聘现场，青美泽仁说，虽然现在党和
政府给我们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
但我们不能“坐等大米来下锅”。他
和儿子希望能借这次机会应聘上工
作，到外面去见识一下世面、学会一
门本领，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

招聘现场还有一些学生模样的
人群在各个招聘点位前游走观望。

“我们是县中学的学生，我们不是来

应聘的，是想看看收入比较高的岗
位都需要什么样的文凭或技能，为
我们以后学习方向提供一些参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深
圳市对外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招
聘负责人说，“我们和石渠县委政府
都认为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就业只是
一方面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边就
业边培训的形式让困难群众掌握一
门生存技能。”

“就业是民生之本，增加就业，
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式。今天
在现场招聘的企业除本地企业外，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口支援的金
牛区和深圳市的企业，在县委县政
府和对口支援地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把有社会责任感和劳务用工需求
的企业邀请到石渠，搭建平台，努力
实现应聘方和招聘方的双赢。”石渠
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林介绍说。

据罗林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州脱贫攻坚工作相关要求，
千方百计推动就业扶贫深入开展，
此次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主要是
公益性质，所涉及岗位需求和岗位
要求都充分结合石渠县人力资源
供给实际，门槛低、岗位多，以基础
技能型和服务型为主且提出同等
条件下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等
困难群众优先的原则，综合薪资在
2000 元—9000 元不等，许多外地
企业还提供了包吃包住、奖金+提
成等优厚条件。

据了解，此次现场招聘会达成
就业意向 576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168人。
县委中心报道组 刁海瀚/文 曹勇/图

石渠县举办首次就业扶贫现场招聘会

2676个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

甘孜日报讯 为发挥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的主体作用，把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放在首
要位置，作为首要任务，白玉县阿察镇以“四项举
措”持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加强政策宣教，注重思想扶贫。通过“月列
会”、“村小组会”、“坝坝会”以及入户走访等形式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政策宣讲，将脱贫政策宣传工
作做到全覆盖，逐步转变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
精神面貌，使贫困群众树立自强意识、感恩意识、
进取意识和勤劳致富意识，充分激发内生动力。

加强典型引导，增强致富信心。按照“扶贫先
扶志”的工作思路，深入开展评选脱贫致富的典
型人物，宣传脱贫攻坚的感人励志故事。通过教
育引导，着力解决了部分贫困群众因意志不足导

致的“不想脱贫”等突出问题，增强贫困户能实现
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加强感恩教育，增强感恩意识。通过宣传教
育进一步增强贫困群众感党恩的意识，鼓励他们
在脱贫致富路上，消除“等、靠、要”的思想，牢固
树立一颗自强感恩的心。同时帮助贫困户算清帮
扶账，让贫困户了解自己享受的扶贫政策和得到
的实惠，以此激发贫困群众的感恩之心，提高他
们主动脱贫的意识。

加强技能培训，增强脱贫本领。结合贫困群
众自身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状况，制定精准有效且
容易上手技能培训，通过优化的培训课程，使贫
困群众熟练掌握劳动技能，切实增强劳动水平，
在脱贫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 县委中心报道组

白玉县阿察镇

持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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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蔬菜基地打工的村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