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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民富幸福浓
我州大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纪实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做靓“颜值”工程 乡村环境美起来

砾石贴就墙壁、竹竿制成隔断、
圆木挖掘出柜子、枯枝造型成灯罩、
玻璃鱼缸作了亭顶……在康定市时
济乡若吉村，特色小院不仅新颖抢
眼，更是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2018年，康定市全面启动了8
个首批示范村打造，针对若吉村，
该市着力完善服务设施配套，重点
打造“水涧渔村”乡村观光休闲旅
游区，以上小院是其中一部分。

时济乡党委书记徐超表示，
“水涧渔村”以大渡河野钓、水果采
摘、康养休闲为主题，以公司+农户
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通过丰富
物产、特色民宿、愉悦体验而打造。

趁着“水涧渔村”项目的推进，
村民万树康将2015年修建的新屋
流转出来，并算了一笔账。他认为，
虽说房屋年租金只有5000元，但公
司装修房屋要用60万元，15年后无
偿归还，实际年收入就有45000元。

若吉村水源洁净、日照充足、交

通便利，结合自身优势，村两委将乡
村振兴集体经济着力点放在了种植
养殖业上。经党员带头引导，全村种
植的各类蔬菜达到80余亩、实现年
收入40余万元。同时，该村还培育培
植优势水果，2018年底，全村果树收
入就达300万元，其中，个别果农户
仅无花果一项就能卖到近万元。

“从泥石墙、矮屋檐、坑坑洼洼
的泥土地，到新房屋、水泥路；从无
资金无能力，累上半辈子挣不到
钱，到有公司做靠山，轻松当股东
家门口赚钱，感谢国家实施了乡村
振兴好政策，让若吉人民在摆脱贫
穷落后同时，更对未来有了新的憧
憬。”说起若吉村的变化，村支部书
记唐玉桥深有感触。

泸定县兴隆镇和平村，是牛背
山驴友大本营，被称作“牛背山下
第一村”。按照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的思路，该村以“山地旅游+特色民
宿+特色产业”的农旅立体融合发

展模式，成功将村子打造成了幸福
美丽示范新村。

民宿带动村集体经济是和平村
乡村振兴亮点之一。该村以广东援建
资金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入股泸定
县致富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13户
农房打造旅游民宿，推动民宿接待提
档升级，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截止
2019年底，已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上万元。而以网红——“邓军长青年
旅社”为代表的23家农家乐，每天接
待游客几十人至1200余人不等，是
全村特色乡村振兴路径又一探索。

与此同时，和平村还积极引领农
业发展，依托蒲江对口援建打造贡嘎
雪桃基地，发展贡嘎中蜂；依托广东
援建打造中藏药材基地，提质增效核
桃、花椒等干果1000余亩，让乡村发
展了产业，又增加了农业景观。

村主任王次平告诉记者，以往
村子不通路，东西运不出去，生意也
进不来。现在，路修好了，旅游经济

发展起来了，全村有旅游接待资质
的民宿就有20多户，村里民宿60%
的分红都装进了老百姓的腰包。

“乡村振兴是‘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是解决区域不协调、不平衡的
重要载体，更是城乡一体化、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和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的重要举措。”正如 2018 年 6
月，州委书记刘成鸣在大渡河流域
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上
所说，乡村振兴对推动产业发展，促
进群众增收至关重要。

纵观我州大渡河流域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聚焦产业兴旺，特
色产业迈上新台阶看点十足。州农
牧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我州以构
建“10+2”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抓
手，以建设脱贫奔康百公里绿色生
态产业带为目标，大力发展蔬、果、
菌、药、茶等优势特色产业，建成特
色农林业产业基地197.39万亩，有
效助力了群众生活水平新提高。

2018年以来，我

州强力推进大渡河流

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

设，在流域内全面实

施精准脱贫攻坚、特

色产业融合、生态宜

居乡村建设、优秀文

化传承、乡村社会善

治、乡村人才聚集、全

面奔康提升七项行

动，抓好“特色产业培

育、村容村貌治理、村

风民俗建设”三件大

事，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村。

截至目前，全州

首批 42个示范村打

造了6条精品路线，

推出的7个精品美丽

乡村，已于去年“五

一”实现精彩亮相；第

二批60个可打造村

实现圆满收官；雅砻

江、金沙江流域乡村

振兴67个试点村成

效明显。

“80%以上青壮年长期在外务
工，90%房屋和土地闲置荒废。”这
项数据真实反映了曾经的麦崩乡。
如今，因为乡村振兴工程，这项数据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贫穷落后、封
闭偏僻发展到新兴的旅游休闲地，
麦崩乡顺利完成“换装”之旅。

麦崩乡隶属康定市，位于市境
东北部。走进麦崩，无法想象，这里
曾是连当地人都嫌弃的荒山野地。
红黄绿为主色的碉楼沿山势次第
而上，乡村小路和水泥公路交错穿
插，休闲广场、观景台、咖啡屋、步
游道等设施一应俱全。

为舍村村支书张学勇告诉记
者，曾经的麦崩，封闭落后，生活条
件有限，到处都是脏乱差，而今天
的麦崩，整洁干净不说，还经常有
游客光顾，村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
钱，老老少少，日子是越过越舒坦。

张学勇谈到的鲜明对比要从
2018年说起。当时，康定市围绕“成

都后花园·康养加休闲”主题定位，
将麦崩纳入乡村振兴规划，并以土
司官寨为核心，将麦崩乡日央、为
舍两村60户民房集中打造成民宿
旅游项目。开展好项目工作，提升
村容环境是必须完成的“功课”。

于是，日央、为舍村内违建全
被拆除；村庄垃圾全面实现集中堆
放、集中运输和集中处理的规范化
管理；村庄污水由污水管网统一收
集，并有独立化粪池统一处理。与
此同时，民俗建筑、鲜花绿植、木栈
道等又为麦崩“颜值”锦上添花。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日央村官
寨文化休闲圣地的木栈道，长度达
2800余米，全用俄罗斯进口的防腐
木板铺制而成，兼具实用性和美观
性。走在栈道上，清新的木香味扑面
而来，顺着栈道走到山顶，便能欣赏
到“大渡河第一弯”的绝美气势。

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水流，干净
的文化墙……行走在泸定县杵坭，

文明新风扑面而来。加之农家乐、菜
园、果园等，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直
入眼帘。村民说，这些年来，杵坭变
化不停，变得更加大气和美丽。

按照“做实产业强里子、发展旅
游补面子”的思路，杵坭紧抓大渡河
流域乡村振兴机遇，通过补短板、强
弱项，全力打造“美丽四川·宜居乡
村”杵坭版，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
产村一体的乡村振兴之路。

就乡村振兴提升自身“颜值”
而言，杵坭可谓是下了苦功夫。

编制《杵坭片区精品村寨规划》
和《杵坭片区乡村振兴规划》，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支撑；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引入社会
资本，打造集民宿、科普基地、农场
为一体微田园综合体，并大力促进
农家乐提档升级；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成
观景平台、观光步道、观光亭、农特
产品销售点等；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实施垃
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完成金
鸡坝、杵坭、瓦斯营盘三个村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箱体安装并
试运行。

……
“功夫不负有心人”，系列工作

的落实，换来了“干净舒适、特色十
足、愈加美丽”等肯定和赞美。总体
而言，借力乡村振兴的东风，杵坭
顺利实现了自身提档升级。

而除开麦崩乡和杵坭，我州大
渡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还
聚焦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增添新底
色，以农村人居环境“五大行动”为
主攻方向，建设“美丽四川·宜居乡
村”达标村737个。同时，扎实推进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使全州规模养
殖 场 粪 污 处 理 设 施 装 配 率 达
100%，并推出 6 条精品旅游线路，
打造出了颜值气质并存的美丽新
乡村。

做实“品质”工程 乡村品牌响起来
三面环山，一面临大渡河谷，整

体呈“凹”字形。这是康定市孔玉乡
色龙村的真实写照。按照“成都后花
园·康养加休闲”发展定位，该村利
用自身优势，突出“世外桃源·色龙
仙居”主题，成为生态观光、康体度
假、民俗风情体验为一体的网红打
卡地，先后荣获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文明村镇、文明村等美誉。

这些美誉是色龙村脚踏实地
抓发展后的收获，也是我州乡村振
兴聚焦乡风文明，激发乡村新活
力，做实内在品质的一大体现。

据了解，在乡村振兴推进中，我
州深入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
移风易俗，通过评选表扬“甘孜好
人”“四川好人”“道德模范”等，广
泛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十大行动，指导
基层依法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780个，
健全完善村规民约2600余个，开展

“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等主
题活动1.1万场次，着力引导群众革
除好逸恶劳、非婚生育等陈规陋习。

借助承办山地文化旅游节发展
机遇，是丹巴县全力推进大渡河流
域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的看点。
2019 年，该县中路乡克格依村的

“海子坪”成了山地文化旅游节的主
会场，依托节会，该县对中路乡村振
兴示范区进行规划，将片区发展定
位为嘉绒人文生态村，功能定位为
生态种植、观光体验、田园文创、健
康颐养。目前，该乡立体式旅游项目
体系基本建立，中路已经发展成集
观光、体验、休闲、研学、民宿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中路正以战略的眼
光、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和务实
的行动，擦亮美人谷金字招牌，在乡
村振兴中一展靓丽风姿。

我州乡村振兴做实内在品质
的又一诠释是注重文化。在康定市

麦崩乡，鱼通文化、官寨文化随处
可见，鱼通官寨项目总设计师仁刚
介绍说，新貌打造过程中，麦崩在
保留原有建筑风格同时，以挖掘文
化、保护文化为主，兼具了舒适性
和独特性，彰显了鱼通特有文化。

在康定市时济乡，整村打造的
民宿，从房间装修、村落布局、特色
饮食等体现着鱼通文化。时济乡乡
长杨佳英认为，利用文化留住游客
是良方，依托鱼通文化，通过“文
化+旅游”，打造具有独特文化魅力
的传统村落必不可少。

康定市在浇灌“文化”的同时，也
注重展现文化。康定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乡村振兴要“面子”和“里子”同时
兴，而“里子”兴方面，展现文化是关
键，将当地特色与当地文化有机结
合，才能留得住游客，富得了百姓。

深度挖掘并传承农耕文化、聚
焦红色文化底蕴、做好非遗文化传

承人保护，举办特色文化节会……
在乡村振兴文化重视方面，泸定县
不甘落后。杵坭成功举办第九届红
樱桃节，成功入选全省首批32个省
级“森林小镇”，率先成为全县人均
纯收入超万元乡镇，并将吴全青推
选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人，有效保护和传承了杵坭农耕文
化。岚安乡脚乌村打造“红色岚安、
贵琼古寨”旅游品牌，以红军烈士纪
念碑、红军烈士陵园、岚安古寨和贵
琼乐舍为主，贵琼文化、农耕文化和
红色文化均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渡河水浩荡奔涌，乡村振兴
步履不停。未来，我州将始终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坚持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有序推动全州乡村振兴
战略各项工作，努力绘就新时代美
丽乡村新画卷。

做稳“价值”工程 村民腰包鼓起来

岚安贵琼古寨。

依山傍水的康定市色龙村。

丹巴县中路民宿。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和《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管理
办法》的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
误，把干部选好选准，现将刘堰等同志拟
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刘堰，男，汉族，中共党员，1973年4
月生，大学，现任州委副秘书长，2019年
11 月任现职，2008 年 8 月任现级。拟任
正县级领导职务。

达瓦邓珠，男，藏族，中共党员，
1967年10月生，大学，现任理塘县委副
书记，2016年9月任现职，2010年12月
任现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胥东，男，汉族，中共党员，1969 年
12 月生，大专，现任白玉县委副书记，
2016 年 7 月任现职，2011 年 11 月任现
级。拟任正县级领导职务。

朱小林，男，藏族，中共党员，1971
年 5 月生，大学，现任石渠县委常委、常
务副县长，2016年10月任现职，2008年
9月任现级。拟任县（市）党委副书记。

色桃花，女，藏族，中共党员，1986
年3月生，研究生，现任色达县塔子乡党
委书记，2013年10月任现职，2012年6
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邱明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73
年5月生，大专，现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事科科长，2020 年 7 月任现职，2001
年12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邹家凌，男，藏族，中共党员，1973
年 2 月生，大学，现任州农牧农村局计
划投资财务科科长，2019 年 10 月任现
职，2012 年 5 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
导职务。

洛桑格西，男，藏族，中共党员，
1972年12月生，研究生，现任州水利局
办公室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2019年8
月任现职，2003 年 4 月任现级。拟任副
县级领导职务。

伍鼎献，男，汉族，中共党员，1975
年9月生，大专，现任州纪委监委法规室
主任，2018 年 6 月任现职，2013 年 1 月
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格绒益西，男，藏族，中共党员，
1977年9月生，研究生，现任得荣县瓦卡
镇党委书记，2017 年 7 月任现职，2013
年12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尼玛泽仁，男，藏族，中共党员，
1983年1月生，大学，现任理塘县甲洼镇
党委书记，2017年7月任现职，2015年7
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降巴泽仁，男，藏族，中共党员，
1981年12月生，大专，现任州委政法委
办公室主任，2019年11月任现职，2017
年2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阿松，男，藏族，中共党员，1983年7
月生，大学，现任新龙县沙堆乡党委书
记，2016 年 6 月任现职，2014 年 9 月任
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张勇，男，汉族，中共党员，1978年9
月生，大学，现任州政协机关党委办公室
主任，2020 年 4 月任现职，2008 年 1 月
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职务。

纳苦，男，藏族，中共党员，1967 年
5月生，大学，现任白玉县教育和体育局
局长、四级调研员，2019年6月任现职，
2015 年 12 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导
职务。

根机夏拉，男，藏族，中共党员，
1978年6月生，大专，现任州应急管理局
地质灾害救援科科长，2019 年 10 月任
现职，2014年9月任现级。拟任副县级领
导职务。

张洪，男，汉族，中共党员，1975年7
月生，大学，现任州公路建设服务中心党
委委员、总工程师，2020年7月任现职，
2017年5月任现级。拟任州管企业正职。

倪纲，男，彝族，中共党员，1972 年
11 月生，研究生，现任州经济和信息化
局党组成员，甘眉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2019 年 2 月任
现职，2008 年 8 月任现级。拟任州管企
业正职。

黄峻，男，藏族，中共党员，1974年12
月生，大学，现任州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
察室主任，2020 年 4 月任现职，2011 年
10月任现级。拟任州管企业副职。

干部群众如对以上人选有不同意
见，或认为人选在德的方面有不良反映，
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违
反廉洁自律的行为，请于 5 个工作日内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2
日）通过信函、电话举报等方式向州委组
织部干部监督科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
求是、客观公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
调查核实。

举报电话：
0836-12380，0836-2833209

中共甘孜州委组织部
2020年10月15日

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