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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雅江县

精准发力谋发展

康定市

扶持创业促就业

甘孜日报讯 雅江县在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中，着眼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切实唱响基础设
施建设、惠民工程、城市亮化
工程和乡村振兴“四步曲”，为

“十三五”圆满收官奠定了坚
实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
开工建设 S220 线雅江县城经
牙依河至江中堂（凉山界）段建
设，川藏铁路、川藏高速、国道
549线前期工作加快推进，建成
215.35 公里通乡公路、679.53
公里通村硬化路，实现全县所
有建制村通硬化路。

惠民工程建设有条不紊。
电力输送方面实现各乡镇、村

组电网全覆盖，水利保障方面，
建成日衣高效节水灌溉、昆地
光伏提灌等工程，新增灌溉面
积2230亩，信息化建设方面实
现有线宽带网络全域全覆盖。

城市亮化工程扎实有力。
全面完成旧城改造和风貌提升
任务，其中呷拉教育集中区建
设成效明显，让城市布局、城市
功能更加完善，全县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25.7%以上，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率达 90%、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达90%。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
积极创建松茸村为省级、州级
乡村治理示范村，帕姆岭、杰珠
等4村评为州级乡村振兴战略
示范村、最美村寨。

县融媒体中心 张莉

甘孜日报讯 昨（1）日，记
者从康定市政府获悉，该市通
过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引
导和加大政策扶持助力群众实
现创业梦。

据了解，该市成立了康定
市返乡下乡创业工作领导小
组，率先在全州设立了“农民工
服务中心”，同时，在各乡（镇、
街道）成立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制定《康定市加强农民
工服务保障二十二条措施》。目
前，全市返乡下乡创业人员达
到 683 人，创办市场经营主体
725 家，带动 3000 余人实现就

地就近就业。
同时，累计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4万余份；举办217期就业
创业培训，共计 15000 余人参
训，实现 4127 人创业就业；成
功举办4场“创新创业大赛”、3
场“工匠杯技能大赛”。

该市建立创业孵化园，共25
个项目入驻。成功申报州级“就
业扶贫基地”5个，市级“就业扶
贫示范基地（车间）”和“大学生创
业示范基地”10个，发放创业奖
补资金100余万元。目前，已发
放创业贷款5000余万元。

见习记者 周燕

山青景美人欢笑
泸定县着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走笔

甘孜日报讯 近日，州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25次会议审议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全州中藏医药
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
2019年，我州药材种植累计完成8.7万亩，较
2018年增长19％；中药材加工量完成254吨，
较2018年增长26％。今年1至9月，全州种新增
植药材种植0.85万亩，中药材加工量完成258
吨，中藏医药产业实现总产值13亿元。整体看
来，我州中藏医药产业发展稳中向好。

《报告》显示，目前我州有较为规范的中
藏药种植、养殖及加工企业10户，药品流通贸
易企业3户，从事中藏药材种植的农村合作社
10户。截至目前，州内医疗单位提交了中藏药
专利申请44件，其中发明专利27件；目前，州
内有9家藏医院获得了《医疗机构制剂许可
证》，全州有1100个藏药制剂取得批准文号，
生产藏药品种336个。2019年，全州实现中藏
药总产值13亿元，较2018年增长12%。

《报告》指出，目前我州中藏医药产业主
要呈现出6个特征：

中藏药材种植初具规模。目前，我州建成
了上一万亩的中药材种植基地1个、上五千
亩的药材种植基地2个、上一千亩的药材种
植基地5个。

藏药加工基础进一步夯实。乡城藏青兰
药业公司取得了中药饮片生产GMP认证，通
过了知识产权贯标体系认证，板蓝根、三七、夏
天无、黄芪、丹参5个品种的中药饮片产品正
式投产。炉霍雪域俄色茶公司完成技术研发
中心建设，俄色叶中药饮片列入四川省中药
材标准目录，俄色绿茶、藏茶、红茶等系列食药
结合的保健产品陆续上市。德格宗萨藏医药
公司建成了标准化制剂室，取得了《医疗机构
制剂许可证》和208个制剂备案号，实现了规
模化规范化配制，今年配制制剂100吨以上。

藏医康养产业加快推进。全州基本建成
州有藏医院、县(市)有中藏医院(民族医院)、乡
镇有中医或藏医科室、村有中藏医药服务的
四级服务体系；全州有310个乡镇卫生院设立
了中藏医药科室，137个乡镇卫生院建成标准
化中藏医馆。州、县藏医院建成国家级重点专
病专科4个，省级重点专病专科14个，州级重
点专病专科33个；州内目前有二甲民族医院
14家、二乙民族医院5家。州藏医院武侯医院
正式运营，州藏医院与炉霍县藏医院组建医
联体打造了藏药浴体验倌，州人民医院与宗
萨藏医院组建了医联体，宗萨藏医药大健康
产业中心入驻海南博鳌超级中医院。

藏药研发工作得到提升。我州开展了“甘
孜州常用藏药材质量控制标准整理研究”和

“甘孜州常用藏药制剂标准提升研究”项目，启
动藏药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标准提升工程，筛选
出20多个州内藏药制剂经典名方纳入《四川省
藏药医疗机构制剂质量标准》，编制了《甘孜州
常用藏药材标准汇编》《甘孜州常用藏药材习
用手册》《甘孜州常用藏药制剂标准提升控制
指导手册》和《甘孜州常用藏药材炮制技术。德
格宗萨医药公司在成都天府生命科技园启动
建设，由州藏医院自主开发的“三味余甘子茶”、
藏药养生保健酒等保健产品进入批量生产和
市场营销阶段，“药浴散”已正式上市销售。

藏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加强。近年来，我州
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联合定向培养了99名中
藏医药本科学历人才，405 名民间传统医学
人员取得《传统医学确有专长合格证书》，培
养了中藏医学术技术带头人和经验继承人
181名。目前，我州有中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890 人，其中省级名医 4 人，中、高级职称专
业入员占比达到22％。

中藏医药产业助农增收效果凸显。据不
完全统计，2017 年以来，我州中藏药材产业
直接为全州 3.2 万户群众带来经济收入 6.5
亿元，带动人均增入3200元以上，解决群众
就业4.63万人次。

记者 刘小兵

甘孜日报讯 近段时间，州市
场监管系统紧扣全域旅游重大战
略部署，认真贯彻州委、州政府关
于甘孜州2020-2021年冬春旅
游工作安排，全力保障旅游市场
安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毫不迟疑统筹冬春旅游市
场监管。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州
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精神和州委、州政府关于
甘孜州2020-2021年冬春旅游
各项工作部署。局党组认真研
判、全面统筹、系统安排全州市
场监管服务保障冬春旅游各项
工 作 ，研 究 制 发《 甘 孜 州
2020－2021 年冬春旅游市场
监管工作方案》。

毫不松懈抓好冬春市场疫
情防控。要求各县（市）局时刻保
持警惕，始终保持“快半步”和

“对症下药”，督促市场主体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阻断疫情市
场传播途径。制定并下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冷链食品监管及市
场主体日常疫情防控工作的紧
急通知》，全面加强对冷链食品
和实名制销售退烧药、止咳药的
监管力度，鼓励餐饮单位推行

“公筷”“公勺”、聚餐分餐、外卖
餐食安封签、无接触配送。

毫不懈怠抓好冬春旅游市
场安全。围绕“让游客吃得安
全、吃得放心”，制定并下发《甘
孜州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重点抓好餐饮从业人
员培训、餐饮环境治理、食品安
全追溯管理、食品安全制度执
行；推动“明厨亮灶”、预防食用
野生菌中毒、线上线下融合治
理等工作。严格执行禁止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相关规定，
全面落实国家“长江十年禁渔”

有关要求，严禁以野生动物、非
法捕捞渔获物及来源不明水产
品为原料加工制作菜肴。强化
危机意识，重点突出景区厂

（场）内机动车辆、客运索道、宾
馆酒店医院的电梯等特种设
备，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
闭环整治。全面规范药品、医疗
器械生产经营行为，重点抓好
医用氧气、藏药制剂等监管，排
查化解行业风险隐患。

毫不手软规范冬春旅游市
场秩序。以“平安市场”创建为
统揽，全面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坚决从严、从重打击涉及市场
安全“四条底线”和价格欺诈、
短斤少两、以假充真等违法违
规行为。以精品旅游线路沿线
为重点，紧盯停车、住宿、景区
收费等领域，实施价格专项整
治，确保全州推出的冬春旅游
系列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持续
开展广告、合同和网络交易整
治，严厉查处旅游市场中的虚
假违法广告、“霸王合同”和网
络经营违法行为。开展旅游市
场“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住
宿、餐饮、加油、价格等行业和
领域实施重点监管。

毫不犹豫畅通消费维权诉
求渠道。全力推进“圣洁甘孜·
放心舒心消费城市创建”，打造
一批示范街道、示范景区、示范
户。畅通消费咨询投诉渠道，充
分发挥“12315”平台作用，全面
落实第一时间耐心接诉、科学
分流、用心调解工作要求，切实
增强游客消费安全感。针对冬
春旅游消费热点、消费陷阱，适
时发布市场安全消费警示提
示，强化消费引导。

记者 李娅妮

优化服务环境
助力冬春旅游

全州市场监管系统强化监管不松劲

我州中藏医药产业
驶上发展快车道

圣洁甘孜 冬春更美

泸定县兴隆镇和平村，是牛背山
驴友“大本营”。近年来，依托牛背山得
天独厚的优势，该村以“山地旅游+特
色民宿+特色产业”农旅立体融合发
展模式，通过流转农房、盘活村集体闲
置资产，成功将村子打造成了幸福美
丽新村示范村。

过去，村子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
便。如今，在“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推动
下，和平村依托先天的地理优势，围绕

“春赏花、夏避暑、秋品果、冬沐阳”的
思路，积极探索农旅结合模式，牛背山
下的幸福图景逐步展现。

和平村是典型的半高山地区，上
山行进6公里左右，就能在和平村“第
一观景平台”上远眺牛背山风景。观景
平台旁的公路上，立着“院州合作特色

水果科技示范基地”标志牌，标志牌背
后，贡嘎雪桃散发着诱人香味。

雪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水果，相比
起其他品种的桃子，雪桃的成熟期非常
晚，立冬之后才进入采摘期。其甜度高
于冰糖，个头大、汁水足、味道甜。和平
村村长王次平表示，整个和平村一组约
有200余亩雪桃，所有雪桃均由州农科
所的专家进行栽培管养技术指导。雪桃
上市后，可弥补冬季新鲜桃子的市场空
缺，价格一般在每斤15-20元左右。

离雪桃种植基地不远处的公路上，
一辆挖掘机忙着修筑排污水道。“轰隆”
声伴着村民欢笑声，展现着别样的和平
村村容气质。继续行走在村里，一排排
兼具古朴和现代气息的民居映入眼帘，
这是和平村又一特色亮点。

指着村委会不远处的一家民宿，
王次平自豪地说：“以前村子路不通，
东西运不出去，游客也进不来。现在，
路修好了，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
这个村有旅游接待资质的民宿有 20
多户，着力建设旅游精品小村庄，村里
民宿60%的分红都是老百姓的。腰包
鼓了，日子红火了，村民的心情是一天
比一天好。”

采访结束，纵观杵坭村、桐子林村
与和平村，在时代进程的浪潮中，三个
村子均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群众增收致富，抓住了依山而生、
靠山而富的精髓。未来，在泸定县奋力
推进小康、活力、红色、康养、和谐“五个
泸定”建设工作中，杵坭村、桐子林村与
和平村将会唱响新一轮的幸福乐章。

对于生活在高山深谷的人们来说，“靠山吃山”是生息繁衍的基本生存
法则。作为我州首个脱贫摘帽县，近年来，泸定县结合自身实际，全力做好
“山”字文章，先后荣获省级新农村成片推进示范县、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
进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工作十强县、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等殊荣。近日，
记者分别走进泸定县杵坭乡杵坭村、冷碛镇桐子林村和兴隆镇和平村，探
秘该县“山”字文章里的致富新路子。

作为泸定乡村振兴一大典范，杵
坭村按照“产业+四季节庆活动”模
式，充分展现乡村“业兴、家富、人和、
春美”新面貌及生态旅游、脱贫奔康新
形象，促进乡村旅游的新发展，是名副
其实的时代“新乐园”。

走进杵坭村二郎山地质博物馆，
二郎山海绵化石、鹦鹉嘴恐龙化石、无
脊椎动物化石……各类藏品让记者眼
花缭乱。据介绍，该博物馆展现了贡嘎
山、二郎山、娘娘山和牛背山的山系走
势和质地特征，同时还展示了全国范
围内从太古时期到人类时期的动植物
珍贵标本。

二郎山地质博物馆旁，坐落着文化

底蕴丰厚的“三舍民宿”。该民宿是泸定
县把杵坭乡打造成“大渡河阳光康养休
闲旅游示范区”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州
第一个智能民宿。民宿内，“围炉夜话”

“流散光年”“沐恩年华”等房名诗意十
足，加之石头、壁纸、书画和观影技术的
添彩，整个房间特色十足。据了解，该民
宿所在地曾是红军长征和茶马古道渡
口。同时，民宿内的文创产品展示、销售
区，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地的山歌
文化、服饰文化和编织衣文化。

沿“三舍民宿”门前的通村路直
行，精致农家院落一个接一个，勾勒出
了一幅惬意田园画卷。据了解，在脱贫
攻坚进程中，杵坭乡有30多家乡村酒

店和民宿完成风貌改造和基础提升，
停车场、无线网、步游道等配套设施一
应俱全。

除了民宿酒店，特色品牌也是杵
坭村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按照坚持
走“绿色、生态、和谐、文明”乡村旅游
发展路子，凸显“修身养性就到杵坭”
旅游新品牌的工作理念，杵坭村注重
品牌打造，借助“中国红樱桃”品牌，以

“旅游活乡”为驱动，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有力促进了当地乡村面貌改善、乡
村经济快速增长。据了解，每年4到6
月，整个杵坭村红樱桃陆续成熟，接连
上市，时间会持续三个月，堪称全国独
一无二。

沿冷碛镇街道逆河而上，不远陡
峭山坡处，一丛丛仙人掌次第生长。每
到夏季，仙人掌顶端，就会挂满了或青
黄，或淡绿的果实。俯瞰着眼前的“宝
地”，村民高开红笑容灿烂。

这块“宝地”即冷碛镇桐子林村幸
福坝组“千亩仙桃基地”，成立于2013
年。基地产出的仙桃是当地第一个名
优土特产品牌，已通过有机食品和绿
色食品认证。仙桃为椭圆状球体，以爽
滑、清凉、味美可口和清热、解暑而深
受人们青睐。

仙桃的种植为该村破解了发展乡
村旅游的难题，更为该村找到了脱贫

奔康、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示范亮
点的新路子。每年八九月，幸福坝组的
仙桃陆续上市，本地人和游人都喜欢
买来尝鲜。

高开红告诉记者，仙桃一成熟，商
贩就来基地收购，一个仙桃可卖一元
钱，品相好的，价钱更高，一亩地就算
种100棵仙桃，一棵挂果200个，就是
200 元，一亩仙桃保守收入至少在 2
万元以上。今年的仙桃销售，让幸福坝
组 20 余户老百姓户均收入达到了四
万元以上。

如今的宝地，曾经却是荒山坡。高
开红说：“以前这片坡地杂草丛生，坡

度都在80度以上，干旱、土地贫瘠、乱
石嶙峋，根本没有开发利用价值。”

随着精准脱贫的开展，昔日荒山
有了出头日——桐子林村委会通过市
场调研后发现，仙桃产量和营养价值
高、市场需求旺盛、风险不大，于是在
村里红红火火种起了仙桃。目前，“千
亩仙桃基地”属于桐子林村集体林地。

种植仙桃让当地村民们尝到了致
富甜头，对于未来，高开红有着自己的
打算。他表示，要扩大仙桃面积，并进
一步拓宽仙桃销售渠道，让仙桃走出
大山，走进大城市，逐渐成为外地人认
识了解泸定县的名片。

游客在泸定杵坭村板板桥农家乐摘采樱桃。本报资料库图

◎甘孜日报记者 兰色拉姆 文/图

昔日荒山变宝地山腰 桐子林村

农旅融合幸福来山顶 和平村

村美业兴百姓富山脚 杵坭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