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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双胜利
◎邱志娟 甘孜日报记者 李娅妮

作为“三区三州”中“四川
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州一
直以来都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近年来全州上下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目标，高质量推进
精 准 脱 贫 ，攻 坚 成 色 足、结 果
真，捷报频传。
目前，
我州已实现了18个县
（市）全部摘帽、
1360个贫困村全
部退出、222986 名贫困人口成
功脱贫，
贫困发生率从 23.17%
下降到0.23%，
州委州政府成效
考核进入全省先进方阵。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
收
官之年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因此，越到最后时刻越要响
鼓重锤，各项工作任务更重、要
求更高。
“ 冲锋冲刺、决战决胜”
已经进入攻城拔寨的倒计时刻
和全面收官的紧要关头。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的新情况、新困难和新挑
战，我州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冲锋号，拿出“抗疫情、稳
增收、防返贫、保决胜”的硬措
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带来的
影响，确保经受住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双重”严峻考验，坚
决夺取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
场战役的全面胜利。

九龙县

茶产业助力脱贫奔康

理塘县甲洼镇俄曲村贫困藏族农户跟技术员学习蔬菜种植技术。本报资料库图

坚定必胜信念
发起最后总攻

我州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冲锋号（中）
全域脱贫
一个也不能落下
“目前看，脱贫攻坚捷报频传，取得
决 定 性 重 大 成 就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3.17%下降到 0.23%。”动员部署会议
上，州委书记刘成鸣“递交”脱贫攻坚
“甘孜答卷”
。
州政协副主席、州扶贫开发局局长
杨庆华听后，
心潮澎湃。
“近年来，全州上下始终坚持目标
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憋住一口
气、铆足一股劲地高质量推进精准脱
贫，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杨
庆华感受直观而深刻，
“ 四川省 2 月 18
日宣布，甘孜州和阿坝州共 16 个藏区
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加之此前已经
退出的 16 个藏区县（市），意味着我州
全域 18 个县（市）实现了脱贫摘帽。”
随着全域拔掉“穷根子”的，是全部
退出的 1360 个贫困村，是成功脱贫的
222986 名贫困人口，当然更少不了剩
余 564 户 2191 名今年将要全部脱贫的
农牧民群众。
曾经，高寒苦瘠甲天下；如今，千年
之变朝夕惕。
“一项项逐年递减的数据伴随着一
份份与日俱增的信心，无疑是佐证我州
乃至整个四川藏区贫困群众日子红火
起来了的一道道痕迹。而这些都替我们
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奠定

了坚实基础。”杨庆华信心满怀。
穴，边说道：
“驻村工作队员们给我们找
未敢奢望过的。
更不必提近几年，
整村茶
信心，源自最大的底气，石榴籽精
到了一条‘接地气、水土服’高效益、可
农发展种植茶树 500 余亩，处于丰产期
神。
在甘孜的田间地头、
原野村寨、
牧场羊
持续的致富方式，还手把手教村民们培
茶园面积达 400 多亩。一到春天，
“碧香
圈，
记者真切体会到，
好日子离不开当地
植管理技术，我们全村 25 户 99 人家门
倚春晖，满眼春意漾”的簇簇鲜叶，绿了
老百姓，
破解
“不愿干”
、
改变
“不敢干”
、
克
口就业不说，等车厘子挂果，干瘪的钱
山岗、
美了村庄、
甜了老百姓的梦乡。
服
“不会干”
思想后的发奋苦干和真抓实
口袋迟早会鼓起来。”
坚持组团发展，
将贫困百姓
“联”
起来
干，同时也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
今 年 ，茂 叶 村 计 划 栽 种 车 厘 子
的不只绿油油的茶叶，还有红彤彤的花
鼎力支持，
广东省和省直部门、
省内兄弟
1000 株。目前，驻村工作队利用社会爱
椒。
“按行距2.2米和株距1.5米，
挖穴！
一
市县的真情投入，
各族同胞的热心扶助。 心企业的捐赠款项购买了拉宾斯、晚红
般亩栽花椒苗200株，
挖穴深浅随苗木而
早在 2013 年，
四川省就出台了全方
珠、大星、布鲁克斯、格莱斯星 5 个品种
定。
”3月14日，
九龙县林草局专业技术人
位加强藏区工作的意见，
重点实施
“六项
500 株，陆续落地栽种；第二批 500 株
员，
载着21.35万株一级
“正路花椒”
种苗，
民生工程计划”
，
资金项目精准聚焦藏区
也将于本月底运达植种。
来到湾坝镇向群众发放苗木，
同时，
积极
贫困县，
教育、
健康、
交通、
水利等行业政
跨越山海齐伸手，脱贫攻坚任务繁
提供春耕生产补植补种技术支持。
策优先支持。
2019年，
四川投入藏区财政
重的甘孜，
才有了今时今日之变。
“此轮补植补种完成，以高碉、挖金
专项扶贫资金22.27亿元，
统筹整合财政
信心，源自让绿的更绿，让红的更
2 个示范村，辐射全镇 5 个行政村 24 个
涉农资金46.87亿元；
当年累计投入财政
红。3 月的泸定县得妥镇紫雅场村，成片
村民小组的 5300 亩花椒生态产业扶贫
专项扶贫资金 132 亿元用于藏区脱贫攻
茶树冒出嫩芽，正是一年采茶时节。
“早
基地，初具规模、基本成型。”在九龙县
坚。同时，
牢牢锁定藏区
“三州”9 县和我
采是个宝，迟采是根草”，村民刘文富深
林草局局长吕健康看来，
“一园一特色、
州雅砻江上游24个深度贫困乡镇特殊困
谙采茶门道，最近常常是起个大早便在
一村一主业”
“ 贫困村，村村进园区；贫
难问题，按照每乡 450 万元的标准安排
自家屋后茶园来回穿梭，把一片片春茶
困户，户户进基地”
“ 企业+村集体+农
资金1.1亿元，
精准突破脱贫瓶颈。
新梢小心翼翼地撷摘入篓，收获了一季
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现如今激活农村
“茂叶村山腰平缓，相对海拔较低， 娇嫩新茶。对此，刘文富喜上眉梢地说： “沉睡的资源”，构建企业与农户的共赢
金沙江顺流而下，
夏季雨水充沛，
日照较 “随着天气转暖，春茶长势喜人。今年自
机制。基于此，他预判，该项目历时 3 年
为充足。”3 月 10 日一大早，成都市武侯
己家已有 52 斤的好收成，足足比以往
正式产出后，将成为湾坝镇农牧民经济
区援藏驻村工作队员李宗平便搭着白玉
同期增加了一半有余。”
收入一大来源，以及困难群众增收稳收
县金沙乡茂叶村村民扎加的摩托车，骑
提及价格，他好似打开了话匣子： 的又一大基础产业。
行前往江边坡地，
查看车厘子长势，
不无 “从去年开始，响应驻村工作队的号召，
截至目前，九龙县已建成花椒基地
兴奋地介绍：
“2019 年初，
省农科院专家
全村 50 多户‘单打独斗’的茶叶种植户
3.63 万亩，发展茶园 4000 余亩，可谓
李洪雯博士实地考察茂叶村后，
‘量身定 ‘抱团取暖’，引进名优茶叶生产线，建 “椒红叶绿”。
“惠农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制’以车厘子种植带动村集体经济高开
起手工茶精制车间，
‘雪域紫雅茶’的市
农业农村改革深入发力，产业结构调整
高走的帮扶路子，
先期试种了 1600 株草
场价如今已飙升至 500 元一斤。”
优化升级。”九龙县委主要负责人一语
莓和 230 株车厘子，草莓当年即获益
晒青、摇青、晾青、揉捻、发酵、烘焙
破题，
“ 始终坚持形成农牧民多元化增
3894 元，
而车厘子全部成活。
”
……多道工序，
不仅极大提高
“雪域紫雅
收途径，那绿的是茶叶、是山水、是村
一旁满脸汗水、手沾泥土的扎加， 茶”
的附加值，
也让拔高身价的茶叶鼓了
落，
红的就是政策、是发展、是人心。”
双脚跪在地上，边将车厘子苗放进窝
大家伙的钱袋子，而这是紫雅茶农从前
（未完待续）

“一技在手，让我致富不愁”
◎乡城县融媒体中心 何才华 文/图
3 月 24 日，笔者来到乡城县青德镇
黑达小村，此时的洛绒彭错正在村集体
果园里和村民一起忙碌地挖沟渠埋设
灌溉水管，无论是挖沟渠的体力活还是
接水管的技术活，洛绒彭错做起来都得
心应手。
忙完村里的集体劳动，洛绒彭错将
带着村里的同伴外出务工，因为疫情的
耽误，已有几家建设家庭卫生间和砌堡
坎的外县客户电话催促他。
洛绒彭措是乡城县典型的靠技能
培训摆脱贫困的贫困户，几年间参加
县、乡、村组织的各类技能培训近 20
次，有着初中文化、勤恳好学的洛绒彭
措在培训中多学多问，培训结束后又反
复试验。对果树嫁接、机械维修、砌砖垒
墙、牲畜疫病防治他是样样都会，是农
村小有名气的能干人。
哪家需要嫁接果树，
还是牲畜生病，
洛绒彭错是谁喊谁到，
是村里的热心人。
在所学的技能中，洛绒彭错最喜爱的是
砌砖垒墙，而且技能也达到了专业的水
平，很多施工队和村民家有活都喜欢邀
请他。从 2015 年开始，洛绒彭错带着村
里的两个同伴开始到县内县外务工创

洛绒彭错和村民在村集体果园里埋设水管。
收，
承包公路堡坎、
水渠和厕所建设等小
工程，
没有小工程承包时，
洛绒彭错就做
零工挣钱，
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自己外出务工创收，妻子在家打理

一亩多庄稼地，
养殖七八头猪，
种植小白
菜售卖，
有着可观的收入。
2018 年，
洛绒
彭错夫妻俩依托参加培训学到的技能和
勤劳高标准退出了贫困序列。以前吃不

饱穿不暖，如今在国家的帮扶和自己的
努力下，
生活一天好过一天，
日子越过越
红火，
洛绒彭错对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
据了解，洛绒彭错还不到 20 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家中母亲残疾无劳动
力，孩子年幼，吃的用的全靠国家帮扶。
在多次参加培训后，洛绒彭错有了自己
的挣钱技能，通过小额信贷搞起了家庭
养殖，
“国家政策越来越好，上小学的一
对儿女乖巧听话，成绩优异”，洛绒彭错
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信心。
今年疫情爆发后，洛绒彭错和村里
的民兵轮流到村口设置的疫情监测点值
守，并在和妻子商量后，洛绒彭错捐出
2100 元。
“我们一家五口人曾经吃国家、
用国家，
是共产党将我们扶持起来的，
现
在国家有难，我们要共同分担。”深怀感
恩之心的洛绒彭错言语质朴，
情真意切。
“外出务工虽然辛苦，但收入不错，
只要一技在手，
我就不愁脱不了贫、
致不
了富。
”
前段时间，
洛绒彭错将院里的猪圈
进行了整治扩建，准备今年扩大家中的
生猪养殖规模，自己和同伴四处务工增
收，
有了收入后，
好好下装修家里的第三
层房屋并购置家具，
让日子过得更舒服。

甘孜日报讯 杀青、揉捻、
干燥……3 月 20 日，九龙县魁
多镇天乡原生态茶叶产业园区
（三期）扩规改造项目顺利完工
投产。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
工人们正在各生产线上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
据悉，该项目投资 1500 万
元，内设四条名优茶加工生产
线，日处理能力 8000 斤鲜叶产
能。公司依托乡村振兴、农旅结
合、观光农业为载体，改造完成
后，将成为集加工生产、检验检
测、培训、办公、体验、展销展示
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工厂，
预 计 年 产 值 2000 万 元 左 右 。
“茶叶加工属于密集型生产，此
次扩建的三期厂房，生产线采
用人工和智能相结合，增加了
实时监测，从而保证了茶叶的
品质。”天乡茶叶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罗太荣说。
近年来，九龙县以“天乡茶
叶”品牌建设为引领，以茶叶产
业提质增效为核心，加快茶叶
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
一体化进程，力争让茶叶成为
魁多茶农的“摇钱树”，成为九

龙兴县富民产业。
据魁多镇党委书记苏华荣
介绍，魁多镇天乡原生态茶叶
产业园区是按照标准化、规模
化和示范化的模式来打造，打
造方案有三个，分别是对现有
的低质茶园 1600 多亩进行提
质增效；在园区周边结合园区
建设景观步道，打造茶叶文化；
对现有的七万多株老茶树进行
保护以利用。未来，还将打造九
龙县万亩茶园。
截止目前，全乡 356 户农
户（其中贫困户 26 户、122 人）
种植茶叶达 2500 亩。茶农通过
企业技能培训、定点帮扶、产业
扶持等措施，不仅在家门口就
业，还学习了种茶技能。每亩量
产茶园每年给农民带来收入
6000-8000 元，仅 2017-2018
两年就实现 80 余户贫困户脱
贫奔小康目标。
“在今年新增的茶苗当中，
魁多镇新补种栽种 600 多亩，
为下一步脱贫攻坚巩固成效，
为老百姓的增收打下坚实的基
础。”苏华荣说。
县融媒体中心 记者 丁瑶

省道 314 新龙县境内

新建工程全面复工
甘孜日报讯 日前，在充分
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省道 314
新龙县境内新建工程实现了全
面复工。在施工现场，挖掘机轰
鸣作响，多台装载土方的车辆
来往穿梭，工人们正在抓紧施
工，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本项目人员于 3 月 1 日开
始进场，指挥部一手抓疫情，一
手抓生产，进场人员 200 余人，
施工机械设备 50 余台，于 3 月
15 日所有人员完成自我隔离，
省 道 314 现 场 施 工 已 全 面 展
开。
”
项目工程师李晓琪介绍说，
省道 314 线起于道孚县扎
拖乡，经新龙县城至白玉县，是

连接我州南北两路的重要交通
运输通道，不仅能够有效地缓
解国道 317、318 线的出入境交
通压力，提高通道通行能力，还
为新龙县开辟了新的生命通
道，对促进新龙县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本项目路线全长
120.95km，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正式开工，工期预计三年。截
至目前本项目已完成路基工程
83%，挡方工程 72%，下挡工程
已经全部完成，目前在进行路
基工程施工，预计到今年年底
将完成 100 公里的路面工程。
县融媒体中心

炉霍县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甘孜日报讯 为有序推进
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科学、有序
复工复产，炉霍县委县政府通
过采取“两个到位、4 项举措”的
工作模式，在狠抓疫情防控不
放松的同时，统筹推进社会经
济发展，督促、指导重点项目、
中小企业、服务行业、春耕备耕
等复工复产工作，确保两手抓、
两不误。
由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
安排部署，按照行业部门职能
管理权限，制定该县返岗返工
返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分类、
分 期 、分 批 做 好 错 峰 返 岗 、返
工、返学、返商期间各项工作，
明确了牵头管理部门和复工时
间节点，同时由牵头单位督促
落实各单位复工复产报备，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复工复
产有序有力推进。
落实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对返岗复工人员进行登记管
理，对允许返炉人员一律按照
“体检+隔离”的要求，经专业人
员检测无异常后方可返岗；落
实复工复产前期准备，由各单
位、企业、商户自行储备好防疫
物资，在卫生部门接受分期社
会卫生防疫员培训，培训后发
放合格证，经培训合格后组织

本单位（企业）人员进行培训并
负责落实复工复产后各项措
施，报县防控办审核同意后方
可复工复产；各党政机关、企事
业单位、学校及主管部门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各商户、各项目
实施单位严格遵照法律法规，
配合县级相关部门开展疫情防
控，对违法违规违纪情况，将严
肃追查，必要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截止 3 月 15 日，炉霍县城
区内 949 户个体工商户，
已返岗
备 案 449 户 ，约 占 总 户 数 的
50%，
符合开业条件个体工商户
359 户，将逐步稳妥推进市场复
商营业；
县人民医院已开展个体
商户 449 户 774 人的体检工作，
县疾控中心对中小企业、
重点建
设项目、
服务行业等行业进行社
会卫生员培训 15 期 296 人，盛
煌农业、鲜水河电站、新能源光
伏电站、
上罗科马生物质燃料厂
等 7 家中小型企业已全面复工，
虾拉沱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等重点项目已经复产，
全县农
村正抓紧春耕备耕工作，
炉霍县
正以防控不松懈、
复产不迟缓的
精神，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等各项工作。
县融媒体中心 罗丹

色达县

做活做优做大氧产业
甘孜日报讯 在严防严控
疫情的同时，色达县加快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全年经济
目标实现。
色达地处高寒，环境特殊，
氧气成为各医疗机构抢救生命
不可或缺的必备物资，在全县
上下共抗疫情的同时，色达县
制氧站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奋
战在制氧一线，为保障医疗机
构供氧需求提供有力支撑。继
去年 10 月 23 日国家药品监督
管 理 局 批 准 该 县 10L/瓶 氧 产
品后，今年 2 月 25 日，又批准了

该县 40L/瓶氧产品，尽量满足
医院、酒店、职工的用氧需求。
同时，该站抓住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去年底和今年 2 月给予
该县两种氧产品正式批件的机
遇，拓宽市场，把优质氧产品销
售到川青周边县，争取把氧产
业和制氧企业做活做优做大。
目前，色达县干部大都返
岗，各餐馆积极做好卫生消毒
工作，逐渐恢复堂食。据悉，截
至 3 月 18 日，该县已有 259 家
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复商。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丁真益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