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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奋进
“十四五”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加强消防车通道管
理和维护，着力解决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等突
出问题，近日，雅江县安办联合县消交警大
队、县综合执法局和县住建局等部门开展占
用应急消防通道专项整治工作，全力维护辖
区公共消防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主要是针对该县县城内川
藏街、解放街、新街、东城街、步行街等街道及
居民小区和学校附近的消防车通道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是否畅通、是否存在擅自占用、堵塞
或设置墩柱等障碍物影响消防车通行等现象。

检查中，工作组发现东城小区私家车占
用消防通道现象严重，为进一步消除该小区
占用消防通道的消防安全隐患，确保在紧急
情况下消防车能顺利通行。县交警大队对占
用消防通道的私家车主进行了面对面的宣传
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
的严重性、危害性，让其自觉摒弃占用、堵塞
消防通道的消防违法行为。

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15人，警
车2台，共清理县法院、县人民医院、工程处
等共计5处应急消防通道，电话通知占用应
急消防通道车辆驶离40台，无法通知到位采
用拖车拖离3台，处罚12起。

县融媒体中心 周小渝

雅江县

消防通道不能堵
“生命通道”须畅通

甘孜日报讯 为积极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充分展示康北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宣传甘孜
县格萨尔王城景区，近日，由甘孜县委、县政
府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文化旅游和广播影视
局、县格萨尔王城景区服务中心承办的“冬游
康北·图说甘孜”主题摄影展在玉树州玉树
市，甘孜州康定市、德格县、白玉县等地进行
巡回展出。

每到一处，影展现场气氛热烈，过往群众、
游客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纷纷驻足停留，
跟随解说员了解图片内容、背景以及甘孜格萨
尔王城的各类文创产品。这些作品诗情画意而
不失时代气息，生动形象地从各种不同角度展
示了甘孜县独特的风土人情和魅力。一幅幅作
品或从大处着眼，或从细节入手，叙说着一幕
幕精准扶贫的感人故事，用镜头定格一幅幅脱
贫攻坚的永恒瞬间，真实记录了甘孜县以及甘
孜州的可喜变化和辉煌成就。

“本次摄影展的作品均来自甘孜县广大摄
影爱好者投稿，同时向社会征集了一部分优秀
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优秀作品向各地游客展示
甘孜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宣传
和提高格萨尔王城景区的知名度、美誉度”。该
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炳科介绍。

据了解，作为我州北路中心，甘孜县不但
拥有着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络，底蕴深厚
的民族宗教文化，更有着壮美迤逦的自然风
光，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旅游爱好者前来体验。特别是国家 4A 级景
区格萨尔王城以格萨尔文化为主题，建成一
条主道、一座王宫，依照格萨尔的传奇一生，
勾勒出最完整的一条生平序线，绘就了一副
格萨尔生平文化的立体画卷，是格萨尔文化
元素最集中、藏式建筑景观最多样、旅游要素
最齐全的文化旅游新地标。

据悉，此次巡回展共展出作品 301 幅，
发放宣传册10万余份（册），发放格萨尔王城
景区商家代金劵8万余张，共吸引11万余人
参观，添加300余名游客微信。展出内容包括
甘孜县旅游景点、格萨尔王城景区和“六个甘
孜”（ 包容甘孜、产业甘孜、文化甘孜、文明甘
孜、智慧甘孜、绿色甘孜）建设成果等。

李珍兰

冬游康北 图说甘孜
甘孜县举办摄影作品巡回展

甘孜日报讯 去年以来，泸定县强化组织
领导，健全体制机制，拓宽维权渠道，提升处
置效率，多措并举根治欠薪。

充实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2次、劳动监察执
法与刑事司法联席会议4次，研究解决突出
问题17个，各乡镇全覆盖配备1至2名劳动
保障员。

完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清单制+责任
制+限期办结制”下达督办通知4次，限期整
改落实问题4个，启动预警1次，联动7次。

建立“一窗式”欠薪案件接待窗口、投诉
电话，对投诉举报案件快立、快办、快结。
2020年累计办结各类工资拖欠案件408件，
先行调解办理220件，分送劳动保障监察、争
议仲裁案件188件。

建立劳动维权值班制度，24小时全天候
受理处置农民工欠薪案件，协调处理农民工
工资纠纷37件，为农民工追回被拖欠劳务工
资800余万元，涉及劳动者500余人。

县政府办

泸定县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甘孜日报讯 日前，笔者从理
塘县人民政府获悉，“十四五”期
间，该县将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加
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国
家级示范区，坚持“3125”旅游发展
总体思路，着力构建“1314”旅游产
业发展格局：“1”是一座世界最大
藏寨群落“千户藏寨”；“3”是最野
理塘大赛马、最美康巴汉子选拔、
最野汽摩赛事；“1”是中国最美景
观大道“G318”；“4”是格聂神山景
区、毛垭草原湿地景区、扎嘎圣山
景区、藏巴拉花海景区。积极融入
大香格里拉旅游经济圈，不断提高
景区建设品质，完善全域旅游配套
服务功能，进一步为游客提供更多
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加强旅游区域
合作，积极拓展旅游市场，完善旅
游合作机制，为铁路开通后随之而
来的客流做好承接准备，打造“处
处是景，时时可游，全程服务，进出
便捷”的旅游集散服务中心。

加快发展高原现代特色农牧
业。推动建设“一域两带六园八基

地”：形成无量河流域产业链，推
动自东向西沿 G318 沿线的牧旅、
文旅相融合的现代畜牧产业带，
自北向南的沿 G227 沿线现代特
色农业产业带,加力推进濯桑万
亩蔬菜种植基地、下坝万亩青稞
种植基地、禾尼万亩牧草种植基
地、万头理塘牦牛繁育基地、万头
勒通绵羊繁育基地、木拉万亩优
质马铃薯种植基地、拉波万亩生
态有机油菜基地、木拉香菇生产
基地“八个基地”建设。以推进“康
藏现代农牧产业加工贸易园区”
建设为目标，突出现代化优势，重
点发展牦牛肉加工、牦牛乳加工、
高高原果蔬深加工等食品饮料产
业及特色加工产业；以打造“现代
特色农牧业生产加工基地”为目
标，突出高原生态优势，培育康南
农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创立极
地果蔬、理塘牦牛肉等高原农畜
产品知名品牌；以培塑农牧产业
示范户为目标，突出示范引领优
势，积极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农牧
民自主创业，增加农牧民收入，形

成“县建园区、乡抓基地、村育示
范户”的农牧产业发展模式，力争
创建濯桑国家级现代生态农业园
区、四川省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

加快发展商贸服务业。努力
将理塘建设成为四川面向南亚

“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桥头堡，
以构建康南商贸物流中心为目
标，加快搭建县、乡、村三级农村
产品物流服务体系，打造康南商
贸物流中心，改造提升老城区商
业中心，加快发展新区商业副中
心。利用互联网升级改造契机，发
展电子商务等现代新型流通业
态，推动流通现代化。继续实施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大力发展
文化创意、营销与策划、劳务输出
培训、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型产
业。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大力
培养农村电商人才，鼓励通过网
络创业就业。完善农村地区快递
服务网，构建覆盖城乡的快件寄
递体系。改善农村电商发展环境，
完善交通、信息、产地集配、冷链
等相关设施，鼓励农村商贸企业

建设配送中心、发展第三方配送
等，提高流通效率。培育壮大成长
型服务业，推动“数字化”社区建
设，加快社区服务业。依托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促进城中

“电商双创孵化园”不断提档升级。
高质量发展绿色工业。依托畜

牧大县和生态农产品优势，加快发
展农畜产品加工业，继续打造康藏
现代农牧业加工园区；加快中藏药
业深加工，提升中藏药材的附加
值，积极建设中藏药业加工贸易园
区；加快发展民族手工业，开发特
色民族手工艺品，发展中尼手工艺
品加工园区。有序发展水电矿产
业，积极开展风、光、水互补试点示
范工作，科学有序推进光伏、风能
等新能源开发建设。加大对理塘县
独具特色的土陶制品文化内涵的
挖掘，发展特色土陶制品业。通过
加工集中区建设，积极培育龙头企
业，引导产业集聚发展，提供就业
岗位，实现产城一体发展，促进高
城镇城市化水平。

县融媒体中心 叶强平

念“产业经”走“生态路”
理塘县激活绿色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图为理塘县濯桑现代生态农业园。本报资料库图

甘孜日报讯 为保障全州人民
过一个安全、健康、祥和、舒心的春
节和藏历新年，近期，州市场监管局
超前谋划，务实推动全州市场监管
一盘棋布局，一手抓食品安全，一手
抓疫情防控，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市
场食品供应、产品安全和价格稳定。

严抓疫情防控不放松，保障食
品市场供应。一是及时掌握最新疫
情讯息，动态调整防控策略。去年
6 月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局部疫
情，州市场监管局闻疫而动，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
的总体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常态化
疫情防控不放松。同时，根据疫情
变化，动态调整防控重点业态、重
点区域、重点人群，尤其加强了对

“冷链”食品的疫情防控，成立了冷
链食品疫情防控专班，及时出台

《甘孜州冷链食品疫情防控指南》，
张贴《甘孜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
部门关于加强冷链食品管理的通
告》等。二是压紧压实防控责任，落
实具体防控措施。通过州疫情防控

指挥部市场监管组牵头协调，进一
步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压实
行业监管责任，实现“冷链”食品从
进口、装卸、储运、经营全链条管控
无缝对接，开展“川冷链”食品安全
追溯平台线上线下培训，加强信息
录入；面对面、手把手指导从业人
员自身防护，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全面摸清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场所、冷冻库、经营品种、从业人员
底数，并及时向当地卫健部门推
送，有重点、分批次进行核酸检测，
指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提前做好春节食
品有序调运、规范库存，保障春节
期间市场供应。截至目前，全州共
有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3881
家，对5279个样品（其中食品样品
1698 个，环境样品 1660 个，从业
人员样品 1921 个）进行了核酸采
样，经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严查食品安全不放松，保障食
品质量安全。一是严格检查，全面
排查。按照逢节必查、逢会必查的

市场检查惯例，全州市场监管系统
全员出动，结合“春雷行动 2021"
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执法行动”

“餐饮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食
品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和“农牧区
食品安全三年提升行动”等专项行
动，对全州市场开展了全覆盖春节
和藏历新年节前全面检查和风险
排查，把农牧区和城乡结合部市场
列为重点，按照“四个最严”要求，
围绕节日消费特点和消费热品，加
大监督抽查和执法力度，坚决杜绝
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保障人民群
众的食品消费安全。二是加强宣传
提示，制止餐饮浪费。及时通过市
场监管公众号、微信等发布春节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在餐饮单位张贴
宣传标语、宣传画等2723张，提倡
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理性、节
俭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对食品生产经营者采
购、销售、加工来源不明、过期、腐
烂变质以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予

以严厉打击，严肃查处重办，确保
进入市场食品质量安全。

严盯商品价格不放松，保障食
品价格稳定。春节临近，各地群众
开始置办年货，市场消费量逐渐增
加。受疫情影响，一些防疫物资和

“冷链”食品市场紧俏，市场监管部
门在加强市场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的同时，高度关注防疫物资和节日
热销食品、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随时监测市场商品价格，加强分析
预警。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
格、串通涨价和“天价”食品等违法
行为，将价格监管作为消费维权的
核心内容，确保春节期间各类商品
的价格稳定。

州市场监管局进一步畅通消
费咨询投诉渠道，充分发挥12315
平台作用，24小时专人接听，及时
处理各类消费维权，切实增强广大
消费者的安全感和满意度，目前，
全州市场各类食品供应充足、质量
安全、价格稳定。

四郎泽仁

监管无死角 执法更严明
我州全力护航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甘孜日报讯 电话和互联网是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重
要方式，但是在色达部分偏远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通信网络覆盖率
不高，信号不稳定，而且交通闭塞，
农牧民群众无法及时便捷地与外界
保持联系。在“十三五”期间，色达县
委、县政府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不断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
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偏远农牧区群
众架起了一条又一条信息高速路。

色达县霍西乡甲柯村和瓦热
柯村距乡政府124公里，与炉霍县
卡娘乡接壤，两村共有165户836
人，其中贫困户 37 户，是色达县
134个行政村中距乡政府最远的
村寨。由于没有通信网络，群众与
外界联系极为困难。但就是在这样
一处偏远、地险、路难行的山沟里，
得益于通信网络建设的不断完善，
一条“信息高速路”终于成功开通。

“2019年11月，我们这里通
了网络。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
很方便的知道国家的政策，和亲
友之间联系也非常的方便，这给
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非常感
谢国家！”在与甲柯村村民头儿多
交谈时，头儿多激动地告诉笔者。
笔者了解到，近年来色达县委、县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头
儿多一家不仅搬进了温暖的避险
搬迁房，而且家里实现了吃穿不
愁，日子过得很是安逸。

据了解，2019 年，一条距乡
政府仅 70 公里的农村硬化路成
功建成，甲柯村、瓦热柯“村山高、
路险、距离远”，长期严重影响群
众出行的问题得以解决。现如今，
甲柯村和热瓦柯村实现了电力、
住房、安全饮水和网络通信全覆
盖，曾经“与世隔绝”的甲柯村和
热瓦柯村村民正迈着铿锵有力的
步伐在小康路上不断前进。

通信网络的全面覆盖，让许
多像头儿多一样的群众受益无穷。
大则乡扎门村的李东一家4口人，
两个孩子在外地就学。李东告诉笔
者，在没通网络的时候，很长一段
时间才能和孩子或班主任通一次
电话，很不方便。这几年随着通信
网络的发展，家里通了网络，可以
随时了解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
况，自己也开了一个小卖部，通过
微信扫码支付收款也很方便。

“十三五”期间，色达县累计投
资近4816万元，新增112个4G基
站，134个行政村通信网络基本实
现全覆盖。2020年投资200万在
11个乡镇建成1.8G频率4G基站。
色达移动分公司2018年至2020
年期间，累计投资2470万元，建设
基站76个，其中4G信号基站72
个，2G 信号基站 4 个，传输线路
320公里。2020年，5G建设已覆
盖了色达县城大部分地区，剩余未
覆盖区域也将陆续开通5G信号。

随着一条又一条信息高速
路的打通，色达县还将着力加快
信息化服务的普及，让更多的贫
困人口享受到便捷、优质、实惠
的现代化通信服务。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多吉泽绒

通信网络全覆盖
5G带来新生活

色达县驶上
“信息高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