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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清

前途光明 发展曲折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

2019年9月，第一批中省财政扶持村
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下达马边彝族自
治县。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定点帮扶的荣
丁镇光荣村，成为先行先试的试点村。

以项目资金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如何选准切口？

时任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村民
代表结合该村实际情况，反复讨论、调
研，认为马边本地蔬菜种植不多、县域
内有销量，同时，高山蔬菜因其错季性、
无污染，很受外地市场的欢迎。基于
此，光荣村决定从“零”起步，发展80亩
高山绿色蔬菜种植项目。

应该说，这一从“零”转向、发展蔬
菜产业的决策，为光荣村集体经济的发
展选准、选对了方向。

2019年 10月，高山绿色蔬菜种植
项目动工建设，2020年春季，蔬菜基地
投产。

俗话说得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

曲折的。”投入满腔热情的驻村干部、村组
干部、村民，本来期盼丰收的喜悦，不料等
来的不仅不是“喜悦”，而是彻头彻尾的烦
恼：蔬菜产量低、没卖相，市场不接受、销
售难。种出来的蔬菜只能让村民当作“猪
饲料”。到2021年 6月，经营一年半时
间，产值才18万元。扣除各项人工费用，
不但没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反而持续处于
亏损状态。

产业发展受阻，带来系列“连锁反
应”：村民不再认可蔬菜产业，对村党组织
也不再信任；驻村干部、村干部费心费力，
村集体收益没增长、反而大“缩水”，村民
的信任度降低，工作开展困难。

名谓“光荣”，光荣不再。

找准病灶 重拾信心

发展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只有经过摔跤，才能学会走路。”

2021年6月，新一轮驻村工作队到
村后，面对严峻情况，没有丝毫退缩，而
是沉下心、俯下身，和村民们一道分析、
审视前期产业发展成果与问题。

审视方向：发展高山蔬菜种植，马
边有市场，县外多需求。这一方向性的
选择没有错误，必须坚持。

研究问题：一是缺种植技术，导致种
出来的蔬菜多为“残次品”，要产量没产
量、要“卖相”没“卖相”；二是缺市场对
接，导致种出来的蔬菜无法有效进入市
场、产出效益。这两大操作层面的问题，
才是产业发展遭受挫折的真正“病因”。

解决办法：引进峨眉山市龙池镇蔬
菜种植龙头企业，并成立“荣时鲜”农业
专业合作社，实行“企业示范牵头+群众
劳学结合+蔬菜产销一体”模式，转型打
造高山品牌蔬菜示范基地60亩。

2021年7月，聘请的具有10年以上
高山蔬菜种植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岗”，
365天蹲点基地，在翻地、播种、施肥、采
收等每个环节严格把关、精准指导。同
时，利用当地气候气温偏低等优势，探
索形成错峰种植和产销一体模式，既提
高产值，又确保销路。第一季蔬菜试点
种植三月瓜25亩，由于晚一个多月“错
峰上市”，批发价达到了每公斤4元以
上，两个多月时间便实现产值13万元；
第二季试点种植40亩秋季莲花白、圆萝
卜，实现产值16万元。不到半年时间实
现产值30万元，同比增长500%，高山
蔬菜种植产业真正焕发出生机。

一度受挫失去的信心，渐渐回归！
（下转第2版）

扭亏为赢 向荣而生
——马边彝族自治县荣丁镇光荣村发展蔬菜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剖析

一个从未种植过蔬菜的彝汉
杂居村，缘何在推进脱贫攻坚、接
续乡村振兴过程中，能够从零起
步，发展到 2022 年，预计整村集
体经济产值突破 100 万元，真正
实现自身能“造血”？

一度，产业发展遭遇挫折，严
重亏损，几成灭顶之灾，导致村级
组织涣散，村民不认同、失信心，
光荣村丢了“光荣”，成为马边的

“瘫痪村”。缘何能够在短短两年
时间实现扭亏为赢、华丽转身，成
为名符其实的“光荣村”？

日前，记者走进马边彝族自
治县荣丁镇光荣村，一探究竟。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10）日，记
者从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获悉，7
月9日、10日两天，景区接待游客量超
5.4万人次。其中，7月9日单日游客接
待量达28554人次，继7月 2日、7月 3
日单日游客接待量超过1.7万人次后再
创新高，进入了暑假旺季。

此前，峨眉山景区面对川渝两地展
开多重营销，低至半价的优惠政策为景
区持续吸引来自川渝的稳定客源。“自
今年‘五一’黄金周以来，峨眉山面向川
渝推出了‘川渝游峨’系列活动。”峨眉
山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特
别是 6 月下旬，峨眉山景区正式拉开

“2022年峨眉山亲子避暑狂欢季”大幕，
公布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出峨眉山“清
凉”“欢乐”两个度假指数，聚焦避暑休
闲三大新兴项目，创新亲子度假六类特
色产品，为炎炎夏日送来徐徐清风。

“两个度假指数之一，即是峨眉山的
清凉指数，分析了从山脚报国寺到金顶
的海拔高度、7月至9月的平均温度、环
境湿度、负氧离子浓度等。”该负责人表
示，希望游客在夏季到峨眉山避暑不仅
可以享受清凉，还能畅快尽情地“洗肺”。

记者了解到，目前，峨眉山景区针对
省外团队游客实施峨眉山景区门票“10

免2”的奖励政策（先买后返）；针对川渝
游客实施购买峨眉山全价门票“买一送
一”优惠政策；与重庆金佛山达成协议
实行“客源互送”、资源共享，推出南川

区市民游览峨眉山享受景区门票免票的
待遇。“7月1日到8月31日，峨眉山景
区针对18周岁（含生日当天）以下未成
年人实施门票免票优惠。”该负责人介

绍，不止如此，峨眉山市还与景区“景城
联动”，《只有峨眉山》戏剧幻城、峨眉山
研学营地、“数游峨眉”体验中心等也相
继推出针对青少年的主题活动。

““清凉清凉””峨眉山迎来峨眉山迎来““火热火热””旅游季旅游季
单日游客接待量超单日游客接待量超22..88万人次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为认真
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市委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
署，把“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要求和“讲政治、抓发
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落
实到位，市纪委监委日前印发《关
于强化监督保障职能助推稳住经
济增长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的十五
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推动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
效。

聚焦政策措施落实强化政治
监督。《措施》指出，要紧盯党中央
和省委、市委稳住经济增长政策措
施以及“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各
项任务落实情况，主动监督、靠前
监督。紧盯各级党组织及其“一把
手”，督促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各级巡察机构要把
稳住经济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纳入
常规巡察重要内容，及时发现问
题，推动立行立改。

聚焦营商环境加强专项监
督。《措施》指出，要紧盯减税退税、
融资支持、创新激励、保链稳链、复
工复产、稳企稳岗稳就业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加强监督检查。紧
盯投资项目审批，督促职能部门落
实集中会商、远程申报、容缺审查
等优化措施，切实提高审批效率。
紧盯违规执法、插手工程建设和物
资采购、干扰招投标、设租寻租等

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紧
盯黑恶势力强揽工程、垄断经营、
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
动，督促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紧盯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

聚焦行风政风做实日常监
督。《措施》指出，要紧盯政策落实

“中梗阻”问题，着力纠治要素部门
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等行为。紧盯
工作缓慢、效率低下问题，着力纠
治窗口部门办事拖沓、消极懈怠等
行为。紧盯群众办事来回跑、多头
跑问题，着力纠治职能部门工作推
诿扯皮、“踢皮球”等行为。

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展靶
向监督。《措施》指出，要紧盯安全
生产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严格落实

“三个必须”要求。紧盯危险化学
品、燃气、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督
促强化监管执法、隐患排查、问题
整改。紧盯日常监督中发现的监
管薄弱环节，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
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完善制度，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同时，《措施》指出，要准确把
握政策界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精准执纪执法，依法保护企业合法
权益。《措施》强调，要认真落实“三
个区分开来”和市委“两个旗帜鲜
明”要求，实事求是，容错纠错，严
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

市纪委监委：

十五条实招硬招 强化职能护发展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为深入
贯彻落实公安部、省公安厅关于夏
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的部
署要求，统筹推进“磐石2号”专项
行动，自6月下旬开始，我市公安
机关全警动员，积极行动，确保社
会治安大局平稳。

紧盯农村地区聚众赌博、地下
流动赌场、跨境网络赌博以及卡片
招嫖、网络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多
维度、全链条、不间断开展打击整
治，严厉查处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
者、经营者、获利者和幕后“保护
伞”，坚决清除“毒瘤”、拔掉“钉子”。

深入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清查收缴非法
枪爆物品；继续保持对枪爆违法犯
罪的高压严打态势，紧盯网上网下
非法贩卖枪爆违法犯罪活动，全面
梳理线索，重拳出击、全力清缴，最
大限度消除枪爆安全隐患。在危
爆物品监管方面，紧密围绕危爆物
品生产、储存、运输、经营、使用等

环节，从严审批把关，动态清零各
类风险隐患，确保危爆物品绝对安
全。

深入开展治安安全隐患排查
整改，在大型活动监管方面，全面
加强疫情风险评估，压紧压实大型
活动安全主体责任、属地责任和监
管责任，全力确保安保工作“零失
误”“零事故”。在行业场所监管方
面，以“查问题、查隐患、促整改”为
重点，会同文旅、商务、市场监管等
部门加大对旅馆、民宿（网约房）、
农家乐、足疗洗浴、歌舞娱乐等行
业场所的日常检查力度，全面规范
行业场所经营秩序。

此外，针对群众反映强烈、警
情高发频发的重点地区进行挂牌
督办，加强实地排查和分析研判，
集中开展清理整治行动。同时，广
泛发动各界群众、基层组织，持续
治理，严防反弹，形成共建共治共
享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净化社会治
安环境。

推进夏季治安“百日行动”
确保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师傅，
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和高温下的
行车安全。”近期，乐山出现持续高
温天气，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
为全国文明单位，在扎实开展好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同时，持续深化
文明建设、勇担社会责任，深入推
进“亮牌子、树形象、履责任、献爱
心”工作，开展“志愿服务送‘清
凉’、践行文明暖人心”活动，一瓶
矿泉水、几句夏季行车安全提示，
为驾驶人带来夏日里的丝丝清凉。

连日来，活动在全市持续开
展，民警在对广大客货车、危化品
运输车进行检查的同时，向驾驶人
发放《致广大客货车、危化品运输
车驾驶人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

提醒驾驶人在高温天气下注意行
车安全，同时送上一瓶矿泉水，为
有需要的驾驶人送上防暑药品等。

据了解，“共创文明城市 夏季
送清凉”活动中，交警部门还深入
社区、村组，集中开展“文明交通”
宣传教育，通过播放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片、交通事故典型案例警示教
育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查纠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等多种方式，全面
宣传普及道路交通法规和安全知
识，有效提升群众的安全文明交通
意识；各交警大队还组织开展主题
突出、特色鲜明的活动，如对斑马
线主动礼让行人等文明行车的驾
驶员赠送“文明驾驶员”标贴，为他
们送上一份清凉礼品等。

共创文明城市
乐山交警为驾驶人送“清凉”

游客在景区感受清凉游客在景区感受清凉 峨眉山景区管委会峨眉山景区管委会 供图供图

盛夏时节，行走在嘉州大地，田间地
头农作物长势喜人，青山绿水间一座座
宜居村庄镶嵌其中,一个个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的现代农业园区特色鲜明……呈
现出美丽宜人、业兴人和、一域丰沃的
嘉州新乡村锦绣画卷。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紧扣“讲政
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牢牢守住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两条底线，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推动乡
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
出新步伐。

坚持优先发展
健全乡村振兴工作体系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市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制定《关于做好2022年“三农”重点
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明确“九大行动”39项具体工作事项，推
动要素保障向农业农村领域重点倾斜，
将乡村振兴纳入目标绩效重点督查考核
计划。建立健全“月听汇报、季度分析、
半年拉练、全年评比”工作机制，压紧压
实“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工作职责，确
保“三农”领域的“七个重中之重”“十七
件事”落地落板。

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抓好
以片区为单元的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实施，划分乡镇级片区40个、村级片区
265个。以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
统筹千亿项目集群，推动农业“四大产
业”基地、百个大农业园区和省级百强
中心镇等建设，为建设嘉州新乡村夯实
基底。印发乐山市“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谋划四大产业专项规
划，引领片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守牢底线红线
稳住农业基本盘

田成方、地成块、路相联、渠相通

……走进井研县千佛镇瓦子坝村，田里
成片的水稻，土里交替种植的玉米、大
豆丰收在望。“以前这里都是细碎土地，
粮食都是散户在种，外出打工人多，全
村不少土地撂荒了。”井研县委农办专
职副主任狄智勇介绍，当地通过开展良
种、良法、良制、良田、良机“五良”融合
宜机化改造试点项目和高标准农田建
设，将改造后的宜机化作业田地流转给
新型经营主体，实现粮食规模化、机械
化种植，使沉睡的土地焕发生机，种粮
效益得到明显提升。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市坚决
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严格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统筹划定落
实三条控制线，建立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的
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管体系，常态化督导撂
荒地整治、粮食扩面增产等重点工作。大

力推广粮经复合种植，创新探索出“腾果
还粮”“退塘还田”“石缝经济”等“乐山实
践”，做到良田粮用、地尽其用。

今年以来，新建成高标准农田29.56
万亩，复耕复垦撂荒地9820亩，分类优
化改造种植园地2.5万亩。全市小春、大
春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分 别 增 长 2.15%、
1.18%。与此同时，做好以猪肉为重点的

“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供给能力稳步
提升。

聚焦首要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成
效。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要求，全覆盖向1107个村选
派“第一书记”，选派驻村工作队干部
1943名。3个区县、104个村纳入省级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帮扶村，新一轮
东西部协作到位帮扶资金3.34亿元，实
施项目105个。 （紧转第4版）

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