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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县黄土粮药现代农业园区

■ 记者 赵径 文/图

协同发展 延伸产业链

本报讯（记者 宋宇凡）
“沙湾区人民法院效率非常
高，感谢法官的耐心调解。”3
月29日，在沙湾区人民法院
法官的倾力调解下，一起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25天内成功
化解，并在双方当事人的赞
许声中画上了圆满句号。

据了解，2018年5月1日
至2020年3月16日期间，原
告成都市辉安商贸有限公司
与被告四川省金福纸品有限

责任公司先后签订2份《产品
购买年度框架协议》，合同签
订后原告陆续向被告配送货
物，但被告一直迟延付款。
2020年 8月23日，经原告多
次催收，被告仍不履行付款
义务。2021年3月5日，成都
市辉安商贸有限公司向沙湾
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
财产保全。

案件受理后，沙湾区人民
法院立即审查了原告财产保

全申请，第一时间作出财产
保全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
施。为切实解决矛盾，法官
多次通过电话与双方进行沟
通，向其解读中央“六稳”“六
保”政策和最高法服务“六
稳”“六保”实施意见，耐心做
好思想工作，不断拉近双方
距离，促进相互理解。最终，
双方当事人放下积怨，握手
言和，为案件画上了圆满句
号。

人勤春来早，农事催人忙。随着气
温逐渐回升，夹江县黄土镇凤桥社区
的田地里，处处可以看到农户忙碌的
身影。“春天育秧种水稻，水稻收割后
就种泽泻。”3月30日，村民陈英高兴
地向记者介绍起粮药轮作方式，她说：

“粮药轮作不但让土地得到有效利用，
还增加了收入。”

陈英的这片地位于夹江县黄土粮
药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记者了解到，
夹江县黄土粮药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
共有1.4万亩，集中在凤桥社区、黄土
社区、罗华社区、茶坊村、红光村、蟠龙
村、甘霖村，辐射万松村、漹江村。园区
依托当地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了
泽泻产业，配套建设和培育了夹江县
思利家庭农场、夹江县村姑中药材种
植专业合作社、夹江县乐天农业机械
化服务专业合作社等。园区范围内泽
泻加工标准化程度高，利用泽泻和水
稻交替种植的特性，实现了产业间相
互联系。

“今年春节前最后一批泽泻就加
工完了，节后主要做一些销售收尾工
作。计划4月中旬厂房开始加工川穹。”
夹江县村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近
期忙着社会化服务，为农户耕田、插
秧，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王建成介绍，合
作社有79套药材供电设备，全年为全
县农户烘干中药材3000余吨；3台低
温式粮食烘干机，全年粮食烘干量达
4000余吨。

村姑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不远

处的罗华社区，公路边一排排摆放整
齐的农机设备尤为引人注目，沿着一
条小路进去，便是夹江县乐天农业机
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厂房里，
工人们各司其职，忙得热火朝天。

“合作社有各种农业作业设备192
台（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化服
务，可以为农户提供全年的耕、种、防、
收、烘干、储存、销售一站式服务。”夹
江县乐天农业机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
相关负责人王涛说，“我们能托管1.5
万亩地，每年能烘干水稻5000吨，烘
干中药材1000吨。我们和成都的川农
集团合资后，还能为农户提供全面的
农资、农技、农机、金融以及贸易的综
合性服务。总体来说，能为农户提供非
常全面的土地托管流程，既方便了农
户，也让我们做到自我突破，自负盈
亏。”

记者采访获悉，夹江县黄土粮药
现代农业园区主要道路均实现了硬
化，并连网形成环线，园区管理实行机
械化，无人机用药实现全覆盖，机械化
作业占比100%。园区内有泽泻初加工
厂12家，产品初加工能力达8000吨。

夹江县黄土粮药现代农业园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努力建
成粮药产业特色鲜明、加工水平高、产
业链条完善、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
绿色、品牌影响力大、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要素高度聚焦、辐射带动有力的粮
药现代农业园区，为推动黄土镇乡村
振兴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 文/图）昨
（30）日，市中区苏稽镇永和村组织
村“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联合苏
稽镇联村干部、区生态环境局工作
人员共50余人，分组对永和村开展
巡查，深入田间地头向村民宣传严
防森林火灾相关知识。

为全面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苏稽镇统筹兼顾组织、工作、思想、
纪律四条“战线”，打好联防联控“组

合拳”，确保森林防灭火工作全覆
盖、无死角。苏稽镇政府第一时间
成立森林防灭火工作指挥部，建立

“镇—村—组”三级联防体系，以民
兵、党员为主，高质量组建320人的
扑火队，储备无人机、往复式灭火水
枪、风力灭火器等26类478套专业
森林防火装备，开展森林防灭火应
急演练和培训6次，切实提高应对
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近日，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我市
采取严控火源、蹲点督查和机动
巡察等多项措施，筑牢森林防火
墙。

据悉，清明节前后，野外祭祀火
源管控是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点。
为此，我市在786个检查站基础上
增设临时防火检查站点，科学布
岗，分兵把守，并创新开展“镰刀水
桶”行动，增加临时护林力量，定点
定时巡护巡查，对进山人员严格管
控，严禁火源进山入林。

根据安排，3月24日至4月15
日，责任市级部门指派1名副县级
领导和1名工作人员到责任区蹲点
督查，深入乡村、林区、单位、农户
及重要点位和重点场所，开展明察
暗访、实地抽查，通过对单督导，实
现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交办。同时，
市委机动巡察组还将对 11 个县
（市、区）森林防灭火工作开展机动
巡察，深入了解工作部署、责任落
实、干部作风、廉洁从政等情况，并
负责监督森林防灭火反馈问题的整
改落实。

苏稽镇 打好联防联控打好联防联控““组合拳组合拳””

相关部门 科学布岗科学布岗 严阵以待严阵以待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3月29日，市市场监管
局组织召开规范商业营销宣传行政指导会，发布
了广告宣传“十个严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商业
营销宣传导向监管，严格规范商业营销行为。

“十个严禁”包括：严禁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名义进行商业炒作，严禁使用或者变相使
用中国共产党党旗和党徽、党和政府重大庆祝活
动标志标识、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庆祝活动宣传
报道进行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炒作。严禁使用各
类伪造“勋章”“奖章”“纪念章”“纪念币”“纪念钞”

“纪念邮票”等物品进行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
为。严禁使用或变相宣称“特供”“专供”等进行广
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严禁使用或者变相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
徽，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
或者形象进行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严禁各
类宣扬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含有民族、种族、
宗教、性别、地域、职业歧视等内容的广告等商业
营销宣传行为。严禁含有宣扬宗教极端思想内容
的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严禁含有淫秽、暴
力、赌博、迷信等内容的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
为。严禁通过恶搞经典、歪曲历史制造噱头、吸引
眼球，挑战公序良俗、伤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感
情的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严禁恶俗趣味短
视频、恶搞桥段、色情直播及含有各类色情、“软色
情”内容的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严禁煽动过
度消费、宣扬奢侈浪费等违背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的广告等商业营销宣传行为。

本报讯(杨松银)为巩固
村“两委”换届成果，切实做
好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
篇”文章，五通桥区从三个

“维度”发力，推动换届后各
项工作有效衔接。

“全维度”调研。全方位摸
底，区镇村三级联动，结合“开
门办事”活动开展调研摸底，
做到班子运行、重点难点、突
出问题、群众诉求“四个清
楚”。全覆盖走访，区领导带着
课题“镇镇走遍”，镇党委班子
带着议题“村村走遍”，村“两
委”干部带着问题“户户走
遍”，通过座谈、测评、调阅资
料等方式发现问题36个、收
集意见建议148条。全过程跟
踪，落实区领导包镇联村、镇
领导包村联户制度，对94个
行政村班子、569名村“两委”

干部进行全程跟踪，动态掌握
换届后班子运行情况。

“多维度”研判。多领域
分析，区级联系领导组织镇
党委班子和村“两委”干部针
对乡村振兴、集体经济、基层
治理等重点领域召开分析研
判会35场次，从人、财、物方
面协调解决问题15个。多部
门协商，会同民政、财政、农
业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乡
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形成
初步方案，提出加强村级队
伍建设、组织建设等 5类 15
条措施。多角度研判，强化调
研成果运用，从干部履职、功
能发挥、工作作风等角度进
行分析总结，形成分析研判
报告，明确提升队伍领导力、
组织凝聚力、发展能动力三
项工作重点。

“精维度”提能。精准化
提升综合素能，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头雁培育”行动，以
区委党校、开放大学、村级活
动场所为主阵地，采取集中
轮训、以会代训、外出参观等
形式，对村“两委”干部、后备
力量进行全覆盖教育培训，
103名村级干部实现学历提
升。精确化提升阵地功能，实
施村级活动阵地改造提升行
动，结合调研分析情况，制定
修建规划，年内计划整合各
类资金500余万元，集中打造
党群活动中心示范点4个，修
缮 8 个。精细化提升服务效
能，加大对合村后闲置党群
服务中心统筹使用，建立便
民服务代办点54个，制作代
办服务清单，完善工作运行
机制。

五通桥区

做好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

买卖合同起纠纷
法官释法促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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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商业营销广告宣传

“十个严禁”

本报讯（实习生 曾梦园 记者 白建伟）为进一
步展示市委市政府开展心连心服务三年来取得的
工作成效，昨(30)日，市心连心服务中心举行乐山
心连心服务三周年报告会。市委办公室、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等32
个市级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市心连心服务中心全
体干部职工及来自市中区、峨眉山市的群众代表
参加报告会。

会议指出，三年来，乐山心连心服务取得了显
著成效，为群众解决了许多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组织的认可和社会的
赞誉，充分证明了市委市政府开展心连心服务的
创新举措是正确的，“人民在党心中，党在人民身
边”的工作理念是见实效的。市心连心服务中心
将坚决做好“学党史·办实事”，以更高的站位、更
实的举措进一步做好心连心服务工作，为乐山高
质量发展贡献心连心力量。

本次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我市11个
县（市、区）政府、乐山高新区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
以及县级心连心服务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在各分会
场参加报告会。

乐山心连心服务
三周年报告会举行

乐天农业机械化服务专业合作社正在烘烤泽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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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今年清明节假期为4月
3日至5日，高速公路实行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
策。日前，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四分局
发布清明节假期路况提示（包括乐山境内高速公
路），方便市民提前做好出行计划。

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的路段：成乐高速公路43
公里（青龙收费站与成雅高速交接处）、69公里＋
500米（眉山），该路段为“四改八”变窄路段；成乐
高速公路眉山至眉山南枢纽路段；成乐高速公路
青神至夹江路段。乐雅高速峨眉山收费站引道。
乐自高速乐山港收费站路段和乐山大佛收费站路
段。仁沐新高速孝姑至沐川南段及S76马边支线
的马边下站匝道。

事故多发路段：乐宜高速张徐坝立交、安谷枢
纽、犍为枢纽，以上路段交汇路口较多易发事故，
请驾驶员提前注意指示牌，严禁在交汇处停车。

据悉，清明节假期返程高峰4月5日12：00至
20：00，禁止三轴（含三轴）以上(不含鲜活农产品
运输车)重型货运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期间该分局
还将根据路网车流变化适时采取相应的临时交通
管控措施。

清明节假期路况提前悉知

小型客车免费跑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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