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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四川

甘孜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州
水利局获悉，得荣县漳扎曲电站
因取水大坝、闸门及部分引水渠
位于嘎金雪山州级自然保护区
内，甘孜县索达沟水电站因首部
枢纽和引水管路位于冷达沟县级
自然保护区内，根据长江经济带
小水电清理整改相关规定，两座
电站列入退出类电站。

两县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坚
决贯彻落实小水电清理整改政
策，成立专班、落实责任、制定方
案、迅速行动，主要领导专题研究
部署，高位推动电站退出工作。按
照整改方案，全面完成取水大坝、
引水建筑物、机电设备、发电厂房
等设施设备的拆除工作，并同步
完成生态修复，顺利通过县级验
收，并在政府门户网站对清理整
改情况进行公示，高标准按期保
质完成清理整改任务。

据了解，我州自启动长江经济
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以来，州委、
州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安排部署，州
水利局牵头狠抓落实，因地制宜、综
合施策，有序开展5万千瓦以下小水
电站清理核查、评估分类、“一站一
策”整改方案编制、稳定风险防控等
工作，经省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
整改领导小组审核认定，我州纳入

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范围的
小水电站共计376座，其中，保留类
19座，整改类187座，立即退出类
143座，限期退出类27座，退出率达
45%，居四川省第一。

整改类187 座电站需补充完
善手续共计311项，其中：需补充
完善立项审批 43 项，已完成 43
项；环境影响评价111项，已完成
107 项，4 座电站尚未完成，目前
停建整改中；水资源论证（取水许
可）38项，已完成38项；土地预审
6 项，已完成 6 项；水生生物影响
评价102项，已完成102项；林地
征占用11项，已完成8项，3座电
站尚未完成，正在整改；截止目
前，143座立即退出类电站已全部
完成退出；27 座限期退出类电站
已有13座电站完成退出工作。

下步，我州将按照“聚焦四个
方面，做好五个复核、紧盯重点区
域”的工作要求，以更严的要求、
更高的标准，继续对全州保留类
电站常态化监管，对整改类电站、
退出类电站再次复核，持续深化
小水电清理整改“回头看”，巩固
小水电清理整改成果，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落实见效。

见习记者 泽仁彭措

我州大力推进小水电
清理整改
143座立即退出类电站已全部完成退出

甘孜日报讯 自8月23日起，
康定市鱼通镇对 11 个行政村、
S217沿线、辖区大小河道及12家
企业开展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该镇及时传达中央和省、州、
市环保督察动员会精神，加快构建
以镇政府为主导、辖区企业为主
体、全镇村民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各村、企业进一步开展全面细
致的自查工作，集中火力解决重难
点环保问题，截止目前，该镇各村、
企业发现问题5件，解决问题5件。

在整改中，该镇各村定期组
织村民开展居家及村容村貌环境
清理，设立红黑榜扬勤罚懒，做到

“全民参与、全民行动”；组织全镇
干部对省道 S217 沿线河沟、路
面、墙体进行环境卫生检查，共清
理白色垃圾15吨，清理墙体违规
广告、横幅等约 50 米；企业开展
环境卫生大整治，定期检查其建
筑垃圾、生产生活垃圾以及安全
生产情况，对安全生产、卫生环境

不达标的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到期检查整改情况。

同时，建立“一日一巡查”制
度，成立6个巡查小组，负责每日
对S217沿线及河沟、村容村貌进
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报镇纪委，
镇纪委督促各村及时整改并全镇
通报整改情况；成立 1 个防灾应
急巡查小组，固定一个车辆装备
基础应急设备每天巡查辖区内滑
坡、山体垮塌等情况，遇见灾害及
时与部门衔接，决不让威胁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发生。

充分发挥宣传激励作用，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利用微信群、自
制小手册、村村响进行宣传。同时
通过包村干部入村时时讲、常常
说，闲暇时间观看警示教育片等
方式，宣传普及防汛防灾避险知
识，提高村户避险防范意识和人
民群众生态环保意识，为全面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氛围。

鱼通镇

甘孜日报讯 近年来，道孚县坚
持问题导向，树牢上游意识，强化上
游担当，扛牢上游责任，全力推进河
湖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全域河湖
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持续提升。

突出“巡”，切实巩固管护成
效。编制《2021-2025 年道孚县

“一河一策”管理保护方案》，严格
落实“河湖长制”，在河道两岸设
立“河长公示牌”74处。全面完成
河流管理范围划定，常态化、高频
次开展巡河督查，今年共计巡河
2374次，发现问题640余起，完成
整改638起，整改完成率达99%。

着力“治”，不断改善河流水生

态。以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行动
为抓手，立足破解河道疏浚难点，
规范砂石开采利用，由县水利局、
国资公司科学统筹开展河道疏浚、
砂石利用，今年内关停退出7处砂
石料场加工点，治理河道长度7.12
公里，疏浚河段长度2.5公里，疏浚
方量共计3500立方米。

坚决“改”，做到高效规范利
用。积极响应省州小水电清理专
项行动，全面清理、高效整改小水
电站9座，其中立即退出类电站5
座、限期退出类电站1座、整改类
电站1座、保留类电站2座。

县政府

道孚县

加强水资源管护
狠抓水环境治理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甘孜日报讯 9月的高原，秋高
气爽。日前，当笔者来到乡城县然乌
乡克麦村时，发现村旁的一座半山
腰上，有人影不停穿梭，原来这是该
村的村民正在为车厘子树苗施肥、
除草、松土、防虫等，在农户的精心
呵护下，满山的车厘子树枝繁叶茂，
生机勃勃。

克麦村距县城32公里，过去全
村的收入主要依靠季节性采挖虫草
和松茸，除此之外播种着仅有的几
亩薄地，勉强维持生计。

如何才能让村民走上增收致富
的途径？一直是困扰村支部书记益
西丁真及村“两委”的难题。一个偶
然的机会，益西丁真家里试着种了
几棵车厘子，但都限于自己食用。
2018年，一位云南来的游客到家里
借宿，益西丁真把车厘子拿来给游
客品尝。在品尝后，游客大赞称车厘
子味道不错，如果拿到市场上销售，
应该卖不少钱。

听了游客的话后，益西丁真就
把家里剩余的车厘子都拿到县上，
以25元一斤的价格进行售卖，赚了
2000多元。这件事对益西丁真有了
较大启发，他盘算着如果村里以集
体经济来种植车厘子树，这样全村
人都会实现增收。随后，他便把自己
的想法告诉其他村“两委”干部，在
经过认真商讨后，大伙都一致同意
种植车厘子。

思路决定出路，在村“两委”积
极引导下，当地群众克服消极思想
和“等、靠、要”的心理，自力更生，主
动投入热火朝天的开荒热潮中。
2019 年，克麦村在后山开垦出 80
亩的果园，种植车厘子树 1500 余
株。2021 年，该村自谋产业发展的
举措得到了县农牧农村局等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免费为该村提供优
质树苗和专业的技术指导，为产业
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车厘子树三年后会挂果，这里
共有1500多棵树，一年后我们村就
会有20-30万的收入，所以群众的
积极性都很高。”一想到明年就会有
收益，益西丁真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克麦村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形式建立产业发展合
作关系，自行投入资金16万元进行
车厘子基地维护、复垦、管理，在全
村群众的精心呵护下车厘子树存活
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克麦村村民也
从普通村民变成产业工人，再从产
业工人变成创业者。如今的克麦村
村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从“要我致
富”到“我要致富”的本质转变，成为
了乡村振兴的践行者。

县融媒体中心 赖红 吴远胜

过去的一百天，工作队交出了一
张长长的成绩单。进川半个月，工作队
就多方对接浙川两省和杭甘两地相关
部门，全力牵头协调对口支援重大项
目。在6月17日浙川两省深化对口支
援和东西部协作合作交流项目签约仪
式上，我州签约项目金额达230多亿
元，占总签约额的三分之一。此外，
2021 年度我州对口支援资金 9 亿元
在最快时间内拨付到位，首批64名杭
州专技人才迅速到岗履职。

在“杭州速度”之外，工作队还充
分展现了民生建设的“杭州温度”。工
作队将 80%的对口支援资金用于民
生工程，全面提升对口地区老百姓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在稻城县香格里拉
镇，每逢下雨时的自来水都是浑的。

今年起，杭州投资2000万元，按照日
供水7500立方米的标准对当地自来
水厂进行改扩建，彻底解决当地用水
问题。在得荣县，杭州为26户困难残
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让残
疾人日常生活“有爱无碍”。此外，我
州高原应急急救中心、州职业学院、
巴塘县幼儿园等一大批对口支援项
目列入计划或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有
效弥补教育医疗短板。

民生工程有温度，产业帮扶则有
厚度。围绕全州旅游、水电、农牧等主
导产业，工作队精准施策，为当地产
业补短板、拉长板。位于泸定县的泸
定桥是著名红色景区，但由于景区规
模不大，游客往往打了卡就走，旅游
带动效应不强。对此，拱墅区挂职干

部王峰以打造泸桥镇咱里村伞岗坪
乡村振兴示范点为突破口，利用帮扶
资金建设生态停车场、房车营地、游
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并引入先锋
书店等品牌，让游客能够“留下来、玩
起来”。

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在康定市，
萧山区挂职干部王靖江积极联系浙
江阳田科技、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
农科院等企业院校，为当地西红花、
食用菌、仙人掌等农特产的开发利用
进行科技赋能；在九龙县，西湖区挂
职干部邵建华则瞄准了当地特有的

“九龙天乡”古树茶，并积极利用杭州
茶产业优势资源，让“九龙天乡”牵手

“西湖龙井”，实现品牌化、标准化、良
种化。

甘孜日报讯 整平路基、埋管铺
路，干得不亦乐乎……这是 9 月 4
日，笔者在白玉县赠科乡下比沙村
看到驻村干部和村民们齐心协力建
设通村联户路的火热场面。

路修好了，村民们开着拖拉机
欢天喜地奔驰在新公路上。与他们
有着同样喜悦心情的还有比沙村

“第一书记”黄林。
今年 8 月，黄林来到下比沙村

任职“第一书记”，在调研中，他发现
有 5 户村民因一条水沟的阻隔，让
出行的“联户路”成了“断头路”，给
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了解这
一情况后，黄林决心想办法尽快解
决群众行路难的问题，并确保秋收
前村民的拖拉机能顺利通过。

为早日修通这条路，他和驻村
工作队多次研究，在乡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多方奔走产业园区，从园区
施工方处“化缘”水泥下水管道 4
根，又和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
员、村民一道，将水泥管道运至施工
现场，大家齐心协力开挖、埋管、铺
路，历经一天时间，修通了这条“联
户路”，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

脚沾泥土办实事，服务基层解
民忧。“一条道路联通了百姓出行、
拉进了干群关系，也让乡村振兴的
路子越走越宽广。”黄林说。

县融媒体中心 德呷 李俊强

“第一书记”干实事
“化缘”修通便民路

乡城县克麦村

铺就山村
乡村振兴路

“杭甘”共筑山海情
杭州帮扶甘孜州工作队入川百日记

◎陈立平

一条北纬30度的纬线，连接起了中国东西两端两座美丽的城市——浙江杭州市与四川甘孜州。

今年6月2日，随着新一轮浙川东西部协作的启动，杭州帮扶甘孜州工作队的27名干部抵达我州，接

过了对口支援的接力棒，到成稿时刚好一百天。

过去的一百天，援川干部们“一入甘孜州，便为甘孜人”，以“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

境界更高”的精神埋头苦干，架起了杭州与甘孜两地的连心桥，为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

奠定了良好基础。杭州帮扶甘孜州工作队队长、甘孜州政府副秘书长罗林锋介绍，接下来工作队将继

续围绕共同富裕和民族团结两大主题，以加强智力支援、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保障民生、促进交往交流

交融、深化文化教育支援为抓手，与我州一道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共筑山海情、携手谱新篇。

过去的一百天，工作队形成了一
支作风过硬的援派铁军。高寒缺氧、
朔风呼啸的圣洁甘孜，不仅孕育了粗
犷豪迈的康巴汉子，也锻造了一支不
畏艰险、吃苦耐劳的杭州援川铁军。

在白玉县挂职的吕燕翔，刚来时
因高原反应连续三天没法睡觉。他强
撑着身体坚持工作，每天趁着中午打
一会盹，一个月就瘦了七八斤。在平
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石渠县挂职的
郭欣玮，晚上努力跟高反作斗争，白
天又马不停蹄地跑去各乡镇考察调
研，刚来一个月就跑遍了全县三分之

二的乡镇，人也瘦了一大圈。
在海拔同样高达4000多米的理

塘县挂职的叶小明，因为大脑缺氧不
小心踏空台阶摔伤了脚踝，依然拖着
一条伤腿坚持工作、下乡调研。直到
回杭休养检查才发现是骨折，但仍然
拄着拐杖登上了返回甘孜州的飞机。
在他的积极对接下，理塘县的牦牛
肉、蓝莓干等农特产品首次亮相钱塘
江畔的“2021 文旅市集·杭州奇妙
夜”直播现场，钱塘区和理塘县“塘塘
合作”东西部协作品牌越打越响。

三年援川，考验的不仅是干部自

己，还有整个家庭。援川干部们有的
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有的儿子今年
参加高考，有的亲人生病却无法在身
边照顾。肩负着共同富裕和民族团结
的重任，他们将作为父亲、丈夫、儿子
的愧疚深深藏在心中，告别家人踏上
了东西部协作的征程。

“在甘孜州，援川干部代表了广
大浙江干部和杭州干部的形象。我们
将围绕‘引领型、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廉洁型’五型先锋党支部建设，
努力塑造忠诚、担当、智慧、奉献的援
派干部金名片。”罗林锋表示。

百日心迹
藏下对亲人的愧疚，扛起对国家的担当

过去的一百天，工作队走遍了全
州的万水千山。我州地广人稀，一些偏
远县乡交通不便，地质灾害频发。在白
玉县挂职的吕燕翔，每次去州府要坐
10 个小时的车，翻 5 座 4000 多米的
高山。在雅江县挂职的蒋小伟，第一次
下乡调研路上就遇到四处塌方。

尽管山高路远，但为了尽快掌握
对口地区的第一手情况，援川干部们
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开展下乡调研。
挂职巴塘县委常委、副县长的陈刚，
翻越海拔近 5000 米的藏巴拉山，实
地调研中咱镇波浪村毛桃加工厂房
项目和昌波乡锐洼村毛桃育苗基地
项目，并多次对接中介机构和主体单
位，高强度推进项目实施。挂职德格

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徐磊，走访了全
县26个乡镇中的18个。本月初，他又
趁着回杭的四天时间，马不停蹄地拜
访了13个政府部门、4家社会组织和
2家企业，积极为对口工作争取支持。

“虽然东奔西跑比较累，但大家
都觉得很值。甘孜州的经济、文化、环
境跟杭州差异很大，很多问题只有到
一线才能真正了解情况，在尊重当地
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找到症结、精准施
策。同时，通过调研也能跟基层的干
部群众拉近距离，为下一步的工作开
展打好基础。”徐磊说。

正是有了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
工作队才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情况、
明确思路、打开局面。“通过前期调

研，我们总结了甘孜州的五个特点。
一是少，80%以上人口是藏族等少数
民族，这就决定我们要将民族团结作
为一切工作出发点；二是红，泸定桥
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三是绿，甘
孜州是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组成部
分；四是大，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半浙江省；五是小，总体
经济规模不大，去年全州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相当于杭州一个县的水平。”
罗林锋介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工
作队确立了下半年工作思路和打造
产业合作、数字化转型、消费帮扶、文
化交流、援派铁军五张“金名片”的长
期工作目标，并编制完成了年度项目
计划。

百日足迹
蜀道虽难，挡不住杭州干部的下乡脚步

百日成绩
以“杭州速度”开辟对口支援新局面

为扎实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简化办事程序，方便群众办事。近日，色达县塔子乡党委政府
联合县移动公司，分别在塔子乡三个片区开展移动卡集中办理和“天府通办”集中注册活动。该乡驻村队员们和县移动
公司工作人员，利用会双语的优势，手把手教村民如何下载安装“天府通办APP”，并详细向村民讲解该软件使用方法
及政府服务功能。

据统计，此次活动为牧民群众集中办理移动卡390张、注册天府通办962个。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摄影报道

泸石高速

打造环水保示范工程

扫一扫 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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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9月12日，笔者
来到泸石高速公路TJ3标段二里
坝拌合站，只见厂区内环境整洁，
空气清新，让人心旷神怡，各类环
水保设施设备有序运转。

“厂区新引进了一台全自动喷
雾降尘装置，在厂区范围内360度
旋转，对厂区内和生产间的扬尘起
到很好的抑制作用。”项目经理部副
经理靳在洪正在对喷淋雾桩设备进
行巡检和维护。他告诉笔者，厂区内
实行封闭式施工，出入口、车间内均
安装并全程开启了降尘喷淋设施，
能有效抑制扬尘污染。

二里坝拌合站位于泸定县德
威镇二里坝村省道 211 旁，紧邻
大渡河，该厂站在建设过程中，严

格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要
求，采用新理念、新技术和新工
艺，加大环水保设施设备的投入，
提升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管理水
平，打造“环水保示范工程”。

据泸石高速TJ3项目经理部
负责人介绍，在泸石高速的其他
各标段，均坚持“保护优先、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基本方针，牢固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以“零排放、零污染、
零环保责任事故”为管理目标，努
力建设“生态之路”“红色之路”和

“民族地区致富之路”，守护好大
渡河流域的绿水青山。

县融媒体中心
叶树平 李娟 申婷

康定市鱼通镇

治理环境守护绿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