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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6 月 9 日，
川藏滇毗邻州（市）草地贪夜
蛾（沙漠蝗虫）联防联控联席
会议在康定召开。此次会议
是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市、
云南迪庆州联合开展草地贪
夜蛾防控工作座谈会，这表
明“三省区的三市州”联合防
控 工 作 将 再 次 迈 上 新 的 台
阶，对“三省区的三市州”保
障粮食安全、推动产业发展、
维护群众利益等方面产生重
要意义。

会议要求，发生草地贪夜
蛾（沙漠蝗虫）现状的“三省区
的三市州”,建立联合防控机
制，充分依托已建立的沟通协
调机制，开展区域联合监测，
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使其能达
到“1+2＞3”的效果。同时，甘
孜州要坚持贯彻执行《草地贪
夜蛾联防联控协议》，持续加
强与兄弟市州的协作力度，推
进实现信息第一时间共享、力
量第一时间部署、问题第一时
间解决。

一要强化高位推进，实现
科学防控。三市州要高度重视
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实施高
位推进、顶层设计策略，超前
规划部署，确保虫害防治自上
而下整体联动，联防联控。

二要密布监测点，实现精
准预警。在重点发生的区域设
立监测点。同时，在各县（市）

有玉米种植的区域，每村设置
一个监测点，乡镇农技员、群
众积极参与监测预警工作，准
确掌握草地贪夜蛾成虫迁飞
和发生消长动态，做到早预
警、早发现、早防治。

三要强化技术宣传、实现
群防群治。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加强对草地贪夜蛾形态特征
和测报调查方法的培训，利用
报纸、电视、短信、微信等相关
媒体，加大对农民专合组织、
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民的
宣传培训力度，引导他们正确
认识草地贪夜蛾的危害，掌握
识别及防控方法，形成群查、
群防、群治的联防联控合力。

截至目前，我州组织培训
累计 175 班次，2019 年 12 月
23 至 24 日在泸定县召开“全
州 草 地 贪 夜 蛾 防 控 识 别 及
2020年工作部署”培训会，全
州18个县植保站长及海螺沟
管理局农综处负责人参加了
培训。

会议听取了三市州就目
前草地贪夜蛾防控工作开展
的情况汇报。

州政府副秘书长，州农牧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及西藏昌
都市农业农村局，云南迪庆州
农业农村局、农科院相关负责
人、专家参加会议。

记者 李娅妮
见习记者 岳诗蕊

共商联防联控之策
谋农牧业发展之举
川藏滇毗邻州（市）草地贪夜蛾（沙漠
蝗虫）联防联控联席会在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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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城”的沧桑巨变
◎兴安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王广杨 文/图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五一北大路上，坐落着一幢古朴而肃

穆的礼堂，楼前青砖墙上蒙汉文书写的

金色大字向世人展示着这里的红色辉

煌，它就是“五一大会”旧址。

1947年4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

党人在这里组织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

表会议。393名各族代表，或骑马，或坐

牛车，或步行集聚在只有两条土街道的

王爷庙街，决定跟着共产党走民族解放

的道路。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

大纲》《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等重

要文件。

1947年5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

召开首届政府委员会议，决定将5月1

日定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纪念日，自

治政府暂设王爷庙街。同年11月 26

日，王爷庙街升格为市，改称乌兰浩特

市，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

74年前，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为
我国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光
辉典范，也为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繁荣发展与团结进步，奠定了坚
实基础。

重温这段红色记忆，我们越来越
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走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内蒙古
才能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人民群众
才能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承载着厚重历史的“五一大会”旧
址，不仅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
化，其传承的红色基因，更融入了乌兰浩
特儿女的血脉，正激励和鼓舞着我们不
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手相牵，
砥砺奋进，继续书写这座红色城市的灿
烂明天，书写民族区域自治的辉煌新篇。

王广杨

短评

书写民族区域
自治的辉煌新篇

乌兰浩特城市新貌。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
从中国人民银行甘孜州中心
支行办公室获悉，我州出台了
关于《金融支持甘孜州旅游餐
饮业服务标准化建设的十条
措施》的通知。

通知主要包括了运用政
策工具、做好信贷支持，加
大 信 贷 投 放 、满 足 融 资 需
求，落实优惠措施、增强融
资获得感，优化金融服务、
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平台建
设、促进融资服务，加强评
级授信、提高评价覆盖面，
开展宣传培训、带动应收账
款融资，规范收单场景标准
建设、突出品牌效应，抓好
典型创建、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完善配套资源、强化激
励措施等 10 项支持，旨在深
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运用，
加大对旅游餐饮业的金融支
持力度，促进甘孜州旅游餐
饮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在具体措施上，人行甘孜
中心支行将积极向地方金融
机构提供再贷款等低利率资
金，引导机构加大贷款投放
力度，支持旅游餐饮服务标
准化建设，对地方法人机构
办 理 的 旅 游 餐 饮 业 小 微 企
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等主体的延期还本付息贷
款给予 1%的政策激励，对其
发放的信用贷款给予 40%的

比例进行零成本资金置换；
各金融机构要根据实际，找
准金融支持旅游餐饮业工作
着力点，从业务指导和资源
配置上向旅游餐饮业倾斜，
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帮
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降低贷
款门槛和利率。

同时，各金融机构要利
用好“天府信用通”平台，主
动开展融资对接；为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对一服
务”，对获得准化服务示范单
位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申请
贷款，优先办理，提高审批效
率，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结；对
甘孜州 10 家首批餐饮服务
标准化建设试点企业开展评
级工作，并逐步实现全覆盖。
针对信用评级结果建立切实
可行的激励措施，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提
升 授 信 额 度 或 发 放 信 用 贷
款，不断扩大信用工作影响
力。优先推荐餐饮服务标准
化创建企业参加政府相关部
门组织的“红名单”企业评
选 、“ 诚 信 企 业（个 体 工 商
户）”评选等活动，并落实相
关奖励措施。

届时，人行甘孜中心支行
将通过专题会议、现场暗访、
监督检查等方式进行督导，确
保工作实效。

记者 丁瑶

我州出台金融“十条”措施

助力景区景点
餐饮服务标准化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我
州通过夯实基础、园区引领和
产业推动，全力推动数字乡村
建设。

据了解，我州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和信息技术普及，为数
字乡村建设打下良好基础。截
至目前，全州所有行政村4G网
络覆盖率达100%，行政村光纤
宽带覆盖率达100%，互联网普
及 率 达 65% ，出 州 宽 带 达
430G，建成各类通信基站达到
10755个，其中5G基站302个。

同时，我州新建现代农业
园区 10 个，创建省级园区 1

个，州级园区6个，建设林业园
区5个，引进阿里巴巴等龙头
企业10家以上，在园区共建数
字农业基地，进而带动区域数
字农业发展。

我州乡村旅游、农村电商
等新兴产业涌现，“直播带货”

“网红经济”发展，加快数字乡
村建设。州县乡村四级电商物
流体系初步形成。截至目前，
70%的服务站 72 小时内村民
能收到快递，正加快推进全国
民族地区电商发展示范州创
建工作。

见习记者 周燕

我州

全力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红色大地盛开团结之花

作为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
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地，
乌兰浩特市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最早的实践地。70多年来，在这片红色
热土上，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艳。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走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乌
兰浩特市爱国办事处洮儿河社区的文
化活动室，“牧马人老年艺术团”的团
员们穿着民族服装，正随着《爱我中
华》的音乐一起唱起来。

洮儿河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占社区
总人口的 27%。“牧马人老年艺术团”
聚集起社区各族居民，自编蒙古族、朝
鲜族、回族等民族特色节目，在小区巡
回演出或深入群众家中，传递党的声
音，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

位”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是一个蒙
古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区，有着“花
乡小镇”的美誉。近年来，小镇将美丽
乡村建设、旅游业和脱贫攻坚相结合，
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2016 年，乌兰浩特市被命名为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全市现
有国家级示范单位4个，国家级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集体 5 个、先进个人 5 个，
自治区级示范单位11个。

绿水青山换得金山银山
近年来，乌兰浩特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持续打牢绿水青山生态底
色，“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国
家卫生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市”等一
系列荣誉“花落”红城。

守住绿水青山，换得金山银山。生
态旅游正逐渐成为撬动乌兰浩特市全
域旅游快速发展的有力杠杆。“十三

五”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 130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0亿元。

好生态造就好味道。如今，“兴安
盟大米”的香气已经飘到了全国各地
家庭的餐桌上，被袁隆平院士称赞“品
质可媲美世界优质水稻的中国好大
米”；“兴安盟牛羊肉”已经辐射全国18
个省、市、自治区；“兴安盟乳业”产品
畅销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蹿红全国的“兴安盟味道”，得益于
产品绿色优质的生态环境，是北纬46度
寒地水稻黄金种植带、世界公认最佳养牛
带和玉米优质产区，是我国重要的绿色农
畜产品生产基地。作为“兴安盟味道”的主
要产区，乌兰浩特建设高标准农田23.4
万亩，播种面积稳定在70万亩以上，粮食
产量稳定在3亿公斤以上，实现“十八连
丰”。连续十年超过产粮大县标准。

城市巨变开启美好生活
74 年前，王爷庙街只有 5.8 万人，

只有少数几家手工纺织作坊，街路还
是黄土路面，尘土飞扬。

74年后，乌兰浩特人口达到36万
人，建成区面积44平方公里。以兴安路
为中心的城区道路连通东西、贯穿南北，
增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以万达广场、居
然之家、红星美凯龙为龙头的新型商业
圈的建成，满足人们对于购物、休闲、娱
乐的一站式需求。拥有着大剧院、音乐
厅、电影院等多个功能的乌兰牧骑宫，丰
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全区第一
条跨省快速铁路——乌兰浩特至白城快
速铁路建成通车，乌兰浩特至北京动车
实现往返运行，直达北京、天津、沈阳等
城市的客运列车以及22条国内民航航
线，拓宽了人们多样化的出行方式。

“五一大会”旧址。

甘孜日报讯 地方经济要发展，交通
是关键。盛夏时节，记者走近省道314线道
孚（扎拖）至新龙县城公路（以下简称“道
新路”）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忙碌的工人和
轰鸣的机械，平地机、压路机在沿途的路
面上来回碾压，建设者们正在丘陵沟壑之
间连点成线，全面冲刺年度目标建设任
务。逶迤的公路在绵延起伏的山峰中前
行，给当地农牧民群众带来发展希望。

据介绍，道新路起于道孚县扎拖乡，路
线全长120.95公里，其中有24.3公里在道
孚县境内，96.65公里在新龙县境内，经拉
日马镇至新龙县城，路线串联了两县多处
重点扶持村舍，是连接道孚县及新龙县的
重要交通运输通道，也是通往拉日马景区
的唯一公路。由于原路线线形较差，回头曲
线较多，路基宽度较窄，沿线有危石、落石、
岩堆体、滑坡、泥石流等路基病害。因此，道
新路应运而生。

记者在道新路指挥部了解到，道新路沿
线地理、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较大。“高
原高寒，地质条件复杂，设计之初我们就充
分结合当地地形地势特征，从根本上增强道
路工程的安全稳定性。全线采用三级公路技
术标准，设大桥1座、中桥11座、小桥3座、暗
板桥1座。在部分困难路段路线，灵活调整个
别技术指标、加强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
全。”道新路指挥部指挥长江宗树介绍道。

道新路施工工期为 36 个月，计划

2022年完工。江宗树告诉记者，为有效缩
短工期，全线4 个标段每天有400 余名建
设者、170余辆大型机械奋战在一线。在森
林草原防灭火停电期间，施工单位采取错
峰施工，抢抓电力供应的有效时间，部分
标段还自行发电保证施工进度。截至目
前，道新路累计完成投资近8千万元，路基
工程已完成113.2公里，占总量的99.22%；
路面工程已完成 100.32 公里，占总量的
87.93%。完成113.2km，占总量的99.22%。

“它不仅是新龙县至道孚县最快捷的
出入通道，同时也是新增的进出州的一条
横向联络线，能够有效地缓解 G317、318
线的出入境交通压力，更重要的是此路线
的建设为道孚和新龙两县开辟了新的连
接线。”新龙县交通局局长陆长武如是说，
在他看来，道新路建成后将 G227 线和
G350 线连接起来，有利于补充和完善区
域国省干线公路网，加强区域路网交通转
换能力，提高路网稳定性。同时，道新路作
为拉日马景区唯一旅游通道，沿线贯穿多
个贫困村，对于促进景区旅游资源开发，
促进全县经济发展，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沿着崎岖的山路盘旋前进，翻过扎
巴加果山海拔 4600 米的垭口，再经过山
间一片如画的草原，便可到达新龙县拉
日玛镇扎宗村“石板藏寨”。此地曾是茶
马古道途经之地，有河水穿流而过，风景

原始秀美，民风善良淳朴。沿途的院落前
立着木栅栏，城内铺着青石路，风格古
朴。乡镇上的民居大多是藏式传统的木
石结构，高度两到三层不等，每户的屋顶
上都覆盖着各式的石板，“石板藏寨”因
此而得名。长期受交通之困的农牧民群众
因道新路建设者的到来而充满期盼。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石板藏寨”虽名声在
外，但交通不便让众多游客望而却步。

嘠洛和妻子早年将自家的房子打造
成了民宿，老两口的主要收入就是民宿接

待。“岁数大了，没办法外出打工，就试着
搞起了民宿接待，在家门口把钱挣了，挺
好。”嘠洛说，以往一到秋冬季，大雪霜冻
封路，别说是游客，村民外出都成了问题。
如今，道新路建设如火如荼，村民们都急
切盼望着早日通车。“路好了，来我们这旅
游的客人肯定会越来越多，通车后，我打
算将自家的民宿再好好修整一番，给游客
们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说到今后的打
算，嘎洛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记者 张亚贤 文/图

争分夺秒抓进度聚力攻坚保民生

“道新路”建设全面提速

图为道路建设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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