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记者 刘文藻）

到2017

年， 全市建成35万亩标准化常年蔬菜生

产基地、 建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农产品

物流配送中心、 新建和改造50个标准化

菜市场并投入运营， 开设便民惠民菜店

300个……昨日， 记者从市政府网站获

悉， 市农委等部门关于标准化常年蔬菜

生产基地建设实施意见等5个“菜篮子”

工程配套文件已出台，成都将从生产、物

流、菜市、营销、信息公布共5个方面进一

步统筹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

在标准化菜市场及便民惠民菜店方

面，到2017年，5城区、高新区、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将新建和改造50个标准化菜

市场并投入运营。 同时开设便民惠民菜

店300个,其中惠民菜店150个。标准化菜

市场市级财政将给予30万元/个以奖代

补资金支持。便民惠民菜店，市级财政将

对房屋租赁、冷藏设施购置、店面装修等

给予一次性补贴， 每个门店补贴额度不

超过3万元。

不“撒胡椒面”

每年整合2.6亿投入三大项目

去年8月， 成新蒲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建

设竞争比选会上，新津、双流、邛崃、崇州、大

邑、 蒲江6个县市的相关负责人带着各自辖区

内农业发展的规划、项目和政策保障，站上演

讲台展开角逐。“以往，涉农资金投入较分散，

发挥不了最大效果。”成都市农委副主任潘斌

说，成都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采取资金统筹

办法，防止农业项目资金“撒胡椒面”。

不仅是成新蒲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成都在

“10个集中连片十万亩规模的粮经产业新村建设

成片推进综合示范基地”、“6个集中连片两万亩

以上规模的产村相融现代农业精品园区” 建设

中，采取了每年整合打捆使用2.6亿元以上市级涉

农财政资金，同时引入竞争比选机制，在竞争演

讲的基础上，组织省市专家评审打分，按获奖等

次给予区（市）县不同额度的资金奖励扶持，并

按近郊1：2和远郊1：1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实现了

财政涉农资金“1＋1＞2”的协同效应。

此外，市级财政每年设立1亿元的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和1亿元农产品加工项目补贴

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对农

产品加工项目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进行补贴。

“全产业链”思维

力争绿色有机农业产值达50亿

户外气象站自动感应、 预估天气状况；传

感器感到土壤偏干自动开始灌溉；通过高清摄

像头，技术人员不需要到大棚，就能判断作物

是不是遭受病害……位于彭州濛阳镇的种都

国际蔬菜科技产业园，农业生产早已颠覆了固

有的印象。而每到周末和收获季节，大批游客

会来到这里游玩观光。这里不仅是园区，还是

一座农业主题公园。

成都坚持“全产业链”的思维，加快构建

“农工贸旅一体化、产加销服一条龙”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 推进产业高端化，2013年全市

农产品精深加工产值突破800亿元、 现代种业

产值达到56.3亿元、 绿色有机农业产值达到

35.5亿元。 促进一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2013

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8900万人、乡村

旅游总收入达到143.6亿元。

今年， 成都计划积极培育农产品精深加

工、现代种业、绿色有机农业等高端产业，力争

全市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种业、绿色有机农

业产值分别达到900亿元、65亿元、50亿元。

尽快制订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方案

今年年初，温江等9个县（市、区）被确定

为四川省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试点区

域。41岁的温江苗木商人郭朝建没想到自己成

了该政策的首个受益者———最近，他以流转的

122.53亩农村土地经营权为抵押， 贷款62万

元，解决了花木种植需要资金的燃眉之急。

成都重视制度改革创新。在全国率先开展

并全面完成了农村产权确权颁证、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及股份量化工作，全市累计发放各类权

证826.6万本，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

率达到99.5%， 村组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份量

化比重达到99.9%。

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构

建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体系， 累计实

现农村产权抵押融资1947笔，金额67亿元。在全

国率先设立耕地保护基金， 实施更加严格的耕

地保护，每年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建立耕

地保护基金，按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一般

耕地300元的标准，对农民保护耕地的行为进行

补偿，全市每年发放耕保基金达到28亿元。

今年， 成都将按照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

《决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积极争取将

成都纳入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尽快制

订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方案。

土地规模经营率今年达55%

� � � � �社会化服务机构达3932家

目前，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机构，在成都已有3932家。

成都农业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变革，在坚

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形成“公

司化托管、专业化经营”土地经营托管模式和

“千斤粮、万元钱”粮经复合种植模式。经营方

式的创新， 初步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由传统的

“分散化经营”向“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较

好解决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带动农

民转移就业之后，“谁来种田”“怎样种田”

“谁来种粮”“怎样种粮”等一系列问题。2013

年， 全市耕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53%，2014

年，这个比重将达到55%。

此外，成都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在全国

副省级城市中率先推出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

保险， 新推出杂交水稻制种和小家禽保险，全

市农业政策性保险险种达到18个。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成都市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深化正风肃纪工作切实解决“四风”突出问题11

个专项方案》日前正式印发，11个专项方案针对政绩观不正确、执行不力、侵害群众

切身利益、行政行为不规范、违规选用干部、乱发钱物、利用婚丧喜庆等事宜敛财、违

规经商办企业和违规兼职、变相公款旅游、领导干部“走读”和“会所中的歪风”等

11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整治目标和工作措施。

那么，11个方面的突出问题都是啥表现呢？日前，成都市纪委组织创作了11幅漫

画，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表现方式，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解读，传达纪检监察机关落实

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的决心，传播正能量、鞭挞腐恶丑，提醒党员干部自觉遵守作

风建设有关规定。今天起，成都商报将陆续刊登这11幅漫画。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漫画据成都市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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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参加旅游团，游客去哪儿、玩多久、

坐车、住店都是“随波逐流”，而今年入春以

来，一股“订制旅游”的风潮在都江堰市悄

然走俏。在位于“西部旅游黄金走廊”线上

的青城山—都江堰景区，以满足观光、商务、

休闲度假、特别体验等为目的的高端旅游市

场风生水起。从机场到景区，从衣、食、住、行

到游、购、导、玩等旅游流程，都可以在都江

堰“一体化”特色服务中得到体现。

通过打造领先西部市场的软硬件旅游

环境和条件，都江堰市将通过“转型升级”

成为全球旅游达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当

端午节遇到儿童节， 都江堰除了各项针对

不同群体需求的“订制旅游”外，还为小朋

友们推出独享福利：14岁以下的儿童在家

长的陪同下， 免费观看 《都江堰·时空之

旅》和《道解都江堰》的演出。

到都江堰 享受“订制旅游”

5月12日，都江堰市青城山—都江堰景

区突然迎来了成群结队的豪车———劳斯莱

斯车队。“今天怎么了？ 这么多劳斯莱斯，

一辈子都没看到过！” 青城山景区某农家

乐的老板数了数眼前的车队，“一共22

辆！” 她当即用微信发布了眼前浩浩荡荡

的“豪车盛况”。

这是都江堰市旅建办为了满足更多城

市精英阶层到都江堰体验试驾的愿望，在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特别安排的系列试驾

活动。 劳斯莱斯高端客户在都江堰进行试

驾，活动在端午小长假期间也将持续进行，

共陆续有14批次200多位客人乘坐100多辆

劳斯莱斯， 到都江堰不同区域体验这里的

人文风情。这一活动，旨在完善都江堰高端

订制旅游产品。

“都江堰是成都软实力最美名片！”新

加坡企业家、 国际品牌传播专家陈泰吉对

都江堰旅游予以高度评价。他表示，组织新

加坡的商务团队和会议团队到都江堰体验

将是他今后要做的事， 劳斯莱斯豪华车队

订制旅游对自己颇有启发。他觉得，很适合

将高端年会放在都江堰。

据悉，今年以来极具“都江堰特色”的

高端旅游方式已渐成趋势。除了劳斯莱斯订

制游外，徒步探奇寻幽之旅、背包探秘之旅

等在虹口景区、青城山景区兴起，尽管价位

不高，颇受城市青年人群欢迎。青城山—都

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

产品趋向特种旅游与高端订制旅游相结合，

为向游客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景区将陆续

推出更多近似“私人订制” 的特色旅游产

品，以满足国内外越来越多游客的需求。

绿色景观打造 把城市建成大花园

夏天悄悄地来了， 很多城市已经进入

了“烧烤模式”，而都江堰这座山水城市，

却还处于“晚上睡觉盖被子，白天敞吹自然

风”的清凉模式，这得益于都江堰市良好的

生态环境。而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游客前往

都江堰休闲度假， 不仅可以感受到山水的

秀美壮丽，还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新的面貌。

离堆公园景区门口，本是围墙林立。而

今， 那平整出来的小山坡上种满了绿油油

的青草，弯曲的石板小路穿梭其中。放眼望

去，通透开放，绿意袭人……

在今年，都江堰市为提升城市品质，改

变市区内主干道及旅游通道实体围墙陈

旧、脏乱的现状，对外二环、二环路、内二环、

一环路、迎宾大道沿线、IT大道、聚青线、青

城山绕镇线、S106线等74个点位，长度约3万

米的待建用地实体围墙、 储备用地围墙等

进行了拆除，从人行道退距15-30米进行坡

地造型，就近取土栽植草坪，通过在坡地上

栽植小银杏等方式进行绿化。

目前， 该项拆墙透绿工程已经初见成

效， 平整清理后的地块形成了优美的田园

风光带， 为都江堰建设国际旅游城市再添

砝码。本着“宜树则树，宜草则草”的原则，

见缝插绿，让都江堰处处可见美景。

“粽”情古堰 孩子免费看演出啦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 包含众多的

中国元素。 有着悠久历史的都江堰端午节

期间将会举行极具特色的灌县古城迎宾仪

式， 游客将在古城门口接受藏羌美女敬上

的甘甜美酒、吉祥的蜀锦；李冰巡游队在浓

浓的节日气氛里也会载歌载舞， 迎接来自

四方的游客。

端午节，带着孩子到都江堰。沿着开满

鲜花风景优美的绿道踏青郊游，晒晒太阳，

发发呆；到景区“调戏”太极熊猫，让孩子

了解都江堰， 在轻松的氛围里学习到科学

知识； 在灌县古城古色古香的饭馆品尝传

统味道；午后温度正高，到虹口与家人朋友

享受水麻将的惬意，逍遥赛神仙……

针对小朋友们，都江堰市还特别推出了

小长假三天的儿童独享福利———14岁以下

的儿童在家长陪同下，免费观看《都江堰·

时空之旅》和《道解都江堰》的演出。据了

解，全国首座遗址实景演出《道解都江堰》

的演出时间为上午11点。多媒体梦幻剧《都

江堰·时空之旅》以杂技艺术为主体，融合

了音乐、舞蹈、现场乐队、武术、技巧、魔术等

其他艺术形式，更融入了高科技手法，演出

时间是20点。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以水为媒，金堂早已成为金堂人用心血打造

成的生态花园水城。沿着沱江、毗河、中河以及北

河两岸都被建设成了城市空间走廊，三步一片绿

地、五步一个小广场，使得一江三河两岸成为了

金堂城市居家、休憩的舒适场所。凡是亲身感受

过金堂的城市环境、 体验过金堂热闹的水上夜

景、眼见过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符号的无数座桥的

人们，都会对金堂新貌发出啧啧赞叹：天府水城，

名副其实。

山水金堂：一个城市文化厚度

金堂山水之胜， 使历代文人墨客孜孜以求

之。一代代文人墨客，徜徉山水之间。汉代天文学

家杨统、梁武帝时号称“画家三祖”之一的张僧

繇，北周罗汉佛像画家张景思，宋代教育家黄敏，

清文史学家张晋生、戏曲表演大师魏长生，都有

不少著述和成果流传后世；唐宋诗人王勃、薛能、

杜光庭、陆游、黄庭坚，明代状元杨升庵，民国草

书大家于右任， 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

……都曾在金堂留下了众多艺术珍宝；辛亥革命

大将军彭家珍，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

麟，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贺美英，著名诗人流沙

河，书画金石学家杨允中，川剧表演艺术家萧克

琴、司徒慧敏……这些金堂本土的前辈们为金堂

山水增加了厚度。

背山面水，坐山拥水，弹指脉脉一水间，收纳

山川之美，这就是金堂山水。境内有被誉为“蜀中

八仙” 之一的李八百因三次上山学道而成名的

“三学寺”；有省级风景名胜、四川保存最完好的

宋蒙古战场遗址云顶石城；有成都市十大古镇五

凤镇。 金堂每年都要举办中国成都国际油菜花

节、中国成都自行车车迷健身节（金堂站）、中国

龙舟公开赛（成都金堂站）、铁人三项赛。今年，

金堂已成功举办了中国“铁人三项世界杯”。

在山水休憩中寻找幸福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金堂山水从不同的

角度，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文理念。山水之美，在于

它厚实的人文积淀。一江三河穿城而过，6个岛屿

如明珠般点缀在其中，5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园

林般的江河八岸以及13座风格各异的桥梁……

注定了这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生态宜居之城。金堂

的“两山”（省级风景名胜区云顶山、金堂山）、

“一镇”（省级历史文化名镇五凤古镇）、“七

片”（三溪橙乡、栖贤梨花沟、五彩云绣、观音山

观光园、小云顶生态沟、转龙桑园、隆盛丰收湖），

都突出了发展以水为特色的会务、住宿、游乐、休

闲旅游业。同时，用“天府山水，田园城市”统领

休闲旅游业、商贸流通业和房地产业，形成具有

金堂鲜明特色的生活服务业。

存于喧嚣之中，又避于浮华之外，金堂是成

都不可复制的水城，也是一座亲水公园，三面环

水，水域面积达到了5平方公里，占城区总面积的

17.8%。毗河、北河、中河静静流过，汇聚于此。“小

榭风铃，绿岛池宴”，沿河两岸绿草如茵，繁花似

锦，城内江中绿波回环，岛屿飞桥相映成趣，俨然

一座“东方威尼斯”。“镇含云岭千重雾，门泊长

江万里船。” 从清代开始金堂便是四川水运门户

所在，现在这里成了成都水上娱乐中心，人居生

态环境的标志性城镇。难怪有人赞曰：“浩淼三江

合，千家古渡头，轻舟天上生，远市水中浮。”

金堂人利用水、山、景构筑的这个田园城市，

也给这座城市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国人居

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县城”、“国家级生态

示范县”、“省级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县城”、

“成都十大魅力城镇”，这就是对金堂最佳解读。

持续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扩大金堂城市美

誉度，类似解读还将继续……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 开 放 金 堂 最 美 大 学 城 ” 系 列 报 道 之 五

开放金堂：

山水为媒回归自然

解读金堂山水，感受金堂天府水城之美

水城渔歌 金堂县宣传部供图

“私人订制”旅游

端午节享受都江堰生活方式

11幅漫画告诉你：

正风肃纪解决这些突出问题

切实解决

政绩观不正确的问题

（一）

切实解决

执行不力的问题

（二）

切实解决侵害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

（三）

切实解决行政行为

不规范的问题

（四）

成都坚持“全产业链”思维，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力争今年实现绿色有机农业产值50亿

今年一季度， 成都农

业经济实现“开门红”，全

市实施188个农业项目，投

资同比增长39.92%。 与此

同时， 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增幅达12.5%，在全省各市

州中排名第一。

喜人的数据， 离不开

改革创新。 成都是国务院

确定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也是整

市推进的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近年，成都在制度改

革、产业发展、主体培育、

投入机制、经营方式、服务

体系等六大领域锐意改

革，加速发展现代农业。

到2017年全市开设

便民惠民菜店300个

A

C

B

D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环境提升

在都江堰景区门口举行的熊猫快闪活动 都江堰市旅建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