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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在崇州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时强调

今日导读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新村
推进
扶贫攻坚，
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根据
省委和市委统一安排，昨日，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黄新初前往崇州文井江镇大坪村，
宣讲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十二届五
次全会精神，调研督导扶贫开发工作。他
强调，要切实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扶贫
攻坚工作部署，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加快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持续带动农
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她 敢做梦的实干家

——记村支部书记姚庆英和蒲江
两河村的故事（中）

■要坚持规划先行，按照脱贫与致富、扶贫与发展、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原则，把扶贫开发纳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全面对接城乡产业发展、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规划，增强规划的引领性。
■要举措精准，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确保真正帮到点子上、扶到关键处。
■要务求治本，坚持既“输血”更“造血”，着力把农村产业发展起来，把群众素质提高起来，不断增强扶贫
对象自我发展的能力与动力，全面铲除贫困的滋生土壤，坚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要多元推进，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加快构建政府主导、部门主帮、市场主力、行业主抓、社会主动、群
众主体的大扶贫新格局。

文井江镇大坪村——曾经的贫困村，
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依托牛尾笋、枇杷茶
等特色农产品，在各级对口扶贫政策、资
金的推动下，加快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配套，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和乡村
旅游业，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基本摘掉
贫困村“帽子”，但仍存在不少相对贫困
户，扶贫任务依然很重。
来到大坪村，
黄新初走访了多户群众，

详细了解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生活情
况，
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增收致富新渠道，
进
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加快乡村旅游业
提档升级。
随后，
黄新初又来到村委会会议
室，
与基层党员干部、
农业合作社职业经理
人、
返乡创业群众、
相对贫困户代表等围坐
在一起，为他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央、省
委、
市委关于扶贫攻坚工作的部署，
结合当
地实际，
共谋脱贫致富良策。

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
语频道等外语频道将进行现场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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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助推省内藏区发展新跨越

“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很差，旅游接待
能力不足，游客带着钞票来，我们也赚不
到。”
“村道不好走，山上种的农产品，运不
下来，无法扩大种植规模。”
“我们搞农业，
都是小打小闹，缺乏专业技术指导，无法
打响品牌。”
“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大
的变迁，从草房变成了楼房，政府再帮助
我们发展些啥产业，让以后生活变得更
好？”
…… 紧转02版

裴老师点燃的
不仅是课堂

更是希望
10 名藏区学生写下共同作文——“我心中
的裴老师”
自闭症小女孩主动牵起她的手：
“老师，我带
你去”
成都夫妇看完报道后很受感动，要捐 2 万元
给藏区孩子

成都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众服务平台昨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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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网上挑驾校选教练

■ 成都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众服务平台
（http：
//www.cdjp.net.cn）具有网上选择驾校、网
上选择教练、网上报名、网上投诉、网上评价等功能

■市民或驾校学员可在线综合评价驾校、教
练，还能对其进行好评、差评的星级评定，有意见还
可以投诉，
保证学员的权益和培训质量

■目前该平台只能实现网上报名，缴费及合同
签订主要在线下各驾校完成，今后将在平台上实现
在线支付，
还将适时推出手机APP软件

无人机火了
考个驾照学费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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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吐槽行动第一波

美航天局宣布找到火星表面存在液态水的
“强有力”
证据

火星上有流水

青城后山现神秘情侣手印

？

这样的爱情
就不可磨灭

■ 10 月 1 日 ～7
日，
成都商报微博、微
信、客户端、热线将接
受全民吐槽
■首批四大景区
加入：
四姑娘山、海螺
沟、青城山都江堰、三
星堆博物馆
■五大媒体联
动：
成都商报、东方早
报、春城晚报、西部商
报、西海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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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家博会后天开幕
2折起大促5天
由美国航天局和亚利桑那大学联合发布的图片显示，
火星山丘上的“季节性斜坡纹线”
是火星表面有液态水的有力证据 新华社发
据 新 华 社 电 美 国 航 天 局 28 日 宣
布，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
“强有力”证据，而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
必要条件。
自2006年以来，美国火星勘测轨道

飞行器多次在火星山丘斜坡上发现手
指状阴影条纹。美国航天局将其称为
“季节性斜坡纹线”，并认为这种奇特的
季节性地貌由咸水流造成，但一直没有
找到直接证据。

在新研究中，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卢恩
德拉·奥杰哈等人分析了火星勘测轨道飞
行器获取的火星表面4处地点
“季节性斜
坡纹线”
的光谱数据，
发现该数据与水流
沉淀形成的水合盐矿物的光谱信号一致，

而周围地貌却没有盐的光谱信号。
研究人员在发表于英国《自然·地
学》杂志的论文中写道：
“‘季节性斜坡
纹线’是现今火星水活动的结果，我们
的发现强有力支持这一假设。”

“健康在你手中”钟南山演讲今起领票
12

■“我看未来20年”大型公益演讲第20位演讲嘉宾钟南山院士
10月9日14：30在娇子音乐厅开讲，演讲主题为“健康在你手中”
■昨日演讲门票在几小时内被一抢而空，请在成都商报新闻客
户端及“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两个网络渠道抢到票的读者，今明两
天9时～20时，可到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10楼热线部
1004室领票，
截至明日20时，
未领票的读者视为自动放弃

10月1日，第17届成都家博会将在世纪城
新会展中心7号馆开幕，并持续到10月5日。展
会将汇聚全友、双虎、帝标、伊兰贝尔等成都知
名家具品牌及格力、美的、海尔、前锋等国内一
线家电品牌，优质家具、家电，厂价直销2折起，
市民现场下单，一年内特价不变，国庆家居购
物狂欢即将开启。
全友精品大床低至668元（规格：2×1.8
米）、双虎“尚多喜”冬夏两用床垫（规格：2×
1.8 米）80 张 限 量 抢 购 、美 的 KFR-35GW/
DY-PA402（D3） 1.5P空调1999元惠民……展
会上，成都知名家具、家电品牌厂价直销，家具
包含板式、实木等各种材质，涵盖客厅、卧室、
餐厅、儿童等全系家具类型，包含现代简约、新
中式、欧式、韩式、美式等各种风格，大牌家电
也将全城专供特惠。
市民在成都家博会现场下单，单笔订单满
1000元即可抽奖，100%中奖，现金红包、精品好
礼等你拿。现场免费注册会员，购家具享折上
折，
会员单笔订单满998元还可获赠精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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