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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东麓，蜿蜒着简阳的百
里山乡。

去年5月16日，简阳正式由成都
代管。此时，简阳共有89个省定贫困
村和15911户46338人国家标准农
村贫困人口。简阳融入成都的第一
日，也就是对口帮扶扶贫攻坚战打响
之时。对此，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简阳与全
市同步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木桶能盛多少水，关键在最短
那块木板；成都“温度”，以简阳为
刻度。

家富，村美，人和，
黄岭村村民搬了新家

这段时间，黄岭村分外热闹。不
久前，村里的“水景观”完工了。湖面
波光潋滟，绿树环绕。紧挨着湖边，是
配套小广场。和城里人一样，村民们
也在小广场跳起了“坝坝舞”。

村子美，村民的家也美。
今年2月21日，记者第一次采访

黄岭村，遇见村民周福章，他正带着
几个村民往新家赶。新家很美，房前
有菜地，房后有果树，水泥路通到门
前。周福章急的是，排污道离自家的

“古井”（当地村民对自己家饮用水井
的称呼）距离太近了，这会不会影响
水质？于是他约了几个邻居一起去现
场“取证”，再决定是否向村民建房议
事会提出异议。

说起村民议事会，硕士村支书林
凌无比自豪：在简阳，我们黄岭村是第
一个成立村民议事会的。有了议事会，
村里大事小情都有商有量，利益更平
衡、关系更协调。去年，黄岭村摘掉了

“穷”帽子，人均纯收入达到11600元，
同比增长30%，村集体经济收入近6万
元，是2015年的10倍。

土地流转+集体经济，
贫困户成了股东

今年春节前，张伯昆住进了漂亮
的川西民居风格小楼房。

张伯昆是飞龙乡和义村贫困户，
易地搬迁到了协义村。易地扶贫搬
迁，是成都实施简阳扶贫攻坚战的一
项重要举措。去年协义村实现易地搬

迁40户，张伯昆就在其中。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标。在飞龙

乡乡长刘令心中，顶顶重要的，是“不
仅要让贫困户搬得出，还要想方设法
让他们住得稳、能发展。”去年，协义村
流转土地、山地1000余亩，引进2名业
主，开始在村里规模发展苗木花卉、大
棚蔬菜和稻鱼虾共作项目。

其中一位业主朱宏志成立的聚光
种植合作社，村里的75户贫困户都入
了股。去年，每家已经实打实收到了1
万多的现金股。对这样“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扶贫模
式，成都也加大了金融支持力度。

协义村村民另一项稳定的收入，
来自集体经济。通过林地、堰塘出租，
合作养殖项目，发展大棚蔬菜等，协义
村去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6500元。

生态要保护，“贫”帽要摘掉，
两不误

董家埂乡核桃村的村支书刘建
国，这个“五一”又在数车子。

春节过后不久，记者采访他时，他
也在做同样的事：“我就想看看外边来
旅游的有多少人，我一数车，113辆。”

这些游客，是来三岔湖钓鱼的。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三岔湖库区

执行了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像核桃
村这样的库区村，土地不能流转，人口
不得随便迁入，也不能建房办农家乐。

捧着金饽饽却不能下嘴，刘建国
内心是失落的，但大局还是要顾。那怎
么脱贫？还是要走产业发展这条路。

去年，在专家指导下，核桃村选
定发展韭菜产业，并从全国最大的韭
菜基地河南扶沟带回了优良品种。一
期试点的 30 亩韭菜，亩产值达到
12000元。今年，核桃村打算将种植面
积扩大到100亩。同时，在帮扶单位支
持下，村里还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金
针菇培育大棚。

农业技改也是核桃村脱贫路上
的好帮手。眼下，村里已改良嫁接了
5000株“春见”柑橘，到年底要再嫁接
1.5万株，此外，还争取到了1株补贴
30元的产业扶持资金。

靠河不吃河，也能富。

新机场破土，产业园铺开，
离乡游子胡不归？

江源镇五洞村村支书蔡科玉这

几天很忙，来村里参观产业园的人太
多了，有一天，呼啦啦来了三拨人。

五洞村距离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的空港区直线距离只有1500米，紧靠
正在修建的成都第三绕城高速公路。
去年5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动工，空
港产业新城规划提上日程，紧接着，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展开，如
今，“东进”号角又吹响在“第二主战
场”。这一切，令交汇点上的五洞村热
闹了起来，投资也找上门来。综合产
业发展、长效扶贫等多种因素，村里
选择了柑橘种植业主吴忠良。

不到9个月，吴忠良就在五洞村
流转了约2000亩土地，建起了玉丰柑
橘产业园。另外还投入800多万元，修
蓄水池，安滴灌装置，提高土层厚度。
眼下，柑橘已长出小芽，正染绿山野。

致富前景就在眼前。今年春节，
村党支部召集在外打工的23个青壮
劳力一起开了个座谈会，邀请他们回
乡创业。23个人，无一例外积极响应。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
城市的成都，不仅吸引着“蓉漂”，也
召唤着“城归”。

龙泉山下，“第二主战场”已是如
火如荼。 成都商报记者 刘琴

本报讯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
政府新闻办获悉，今年，成都市
已率先建成全国首个千兆省会
城市，全面实现千兆光网覆盖，
具备千兆到户网络能力。

率先建成覆盖全市千兆网络

前不久，成都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上确立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总体目
标，并赋予了成都国际性区域通
信枢纽的新内涵和新目标，提出
要“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
加快建设高速、泛在、融合、安全、
绿色的信息网络，打造‘一带一
路’重要信息通信节点、数据中
心、物流中心和国际信息港，初步
建成国际性区域通信枢纽。”

今年，全市城域网升级改造
全面完成，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
全市的千兆网络，成为名副其实
的首个千兆省会城市，提前三年
完成“宽带中国”2020年战略目
标，推动成都信息化建设和通信
枢纽能力再次迈上新台阶。

100M带宽家庭可免费提速

成都不仅拥有优质的宽带网
络，还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目前，
我市光纤宽带用户已突破500万
户，IPTV用户超过400万户，均位
居副省级城市第一。基础网络能
力的提升，让提速降费普惠市民
更容易实现，电信成都分公司即

日起全面启动“200M提速”惠民
行动，即成都130万现有带宽为
100M的家庭宽带用户，均可申请
将带宽免费提速至200M。

而千兆宽带网络是什么感
受呢？下载一部2G的电影仅需
20秒左右，以高速低时延的优异
性能同时满足家庭多成员的
4K、8K、VR、多屏、3D等新兴视
频需求，并可以以千兆网络为基
础构建家庭化的云计算、云游戏
及智能家居应用。

推动“互联网+城市”应用升级

今年上半年，我市还将建成
全域覆盖、全球领先的新一代物
联网（NB-IoT），与千兆光纤宽
带网、4G移动通信网络一起，形
成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绿色
的智能化信息网络，并在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
技术的驱动下，助力智慧城市建
设从“泛在宽带”到“万物互联”，
为城市智慧治理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将全面推动“互联
网+城市”智慧应用升级，推进
实施“互联网+智慧家庭”、“互
联网+社会管理”、“互联网+食
品安全监管”、“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居家养老服务”、“互
联网+教育”、“互联网+旅游”等
多个重点项目，全面增强我市在
信息网络经济环境、招商引资方
面的差异化优势，助推智慧民
生、智慧政务、智慧产业发展。

锦江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明
显，政协委员“点赞”之余提出
专业建议——

水质治理
最好“中西医结合”

成都市、区政协联动助推黑臭
水体治理民主监督，昨日首站“考
试”来到锦江区。20 余名成都市政
协委员、锦江区政协委员先后前往
锦江区何家冲排洪渠、红庙子排洪
渠点位实地检查，听取相关情况介
绍并提出中肯建议。

在何家冲排洪渠，看到现在干
净整洁的河沟，委员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水质好了很多，与上次检查
有很大差别。”随后，大家又前往位
于南三环路的红庙子排洪渠检查，
2015年底排查时，这里部分渠段积
淤，沿线存在下河排污口 6 个等污
染源，锦江区采取新建、修复、疏掏
排水官网等措施进行整治，现在已
经基本实现无污水下河。

水环境的改善，也让周围居民有
了直观感受。何家冲排洪渠对面一家
农家乐的经理万成慧直言：“现在河
道和周边都很干净，味道也不臭了，
市民更愿意来我们农家乐消费了。”

肯定之余，大家也提出了建议。
市政协委员、成都华西生态集团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先友从专
业角度给出解读：“水质的治理分为
设备治理、生态治理、装置治理三种
模式，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何
家冲排洪渠还主要依托装置治理，
今后可以利用自然环境中存在的生
态要素来进行治理，从而达到可持
续性治理的效果。”他生动地将其比
喻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这样能达
到最佳效果。

据了解，锦江区计划 3 年内投
入 3.4 亿元（今年已安排 4000 万
元），统筹推进水底、水体、水岸综合
整治。同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
锦江公众信息网和12319、96110热
线为平台，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扩大
公众参与度。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2020年
成都将高标准
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城市的核心是人。成都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
坚持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以市民感
受为导向，努力使城市发展更
有温度，让人民群众的日子一
年更比一年好！

全面加快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高位推进城乡扶贫开发，
统筹抓好基础扶贫、产业扶贫、
新村扶贫、生态扶贫和能力扶
贫，着力缩减城乡相对贫困人
口，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全力推进简阳脱贫攻坚，按
照“两年脱贫攻坚、三年巩固提
升、五年高标准全面小康”的目
标，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
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确
保到 2020 年与全市同步高标
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开
展对口支援，全力支援甘孜州、
阿坝州藏区贫困县，助推贫困
藏区如期脱贫奔康。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整理

家富，村美，人和 乡愁已油然而生
成都代管简阳一周年成都代管简阳一周年

下载2G电影只需20秒
成都建成全国首个
千兆省会城市

●1996年，CHINANET
成都节点开通，成都步入互
联网时代

●1997年，面向公众开
放拨号上网数据业务

●1999年，电信ADSL宽
带接入业务推出

●2000年5月，五城区光
纤物理网全面建成

●2006年，实现“乡乡通宽带”
●2008年5月，宽带用户

数突破100万
●2011年，全面启动光

网城市建设
●2012年4月，成都第一位百兆光纤宽

带用户诞生
●2013年7月，青白江区建成全国首个

全光网区县
●2014年，成为国家首批“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2015年9月，成都家庭宽带迈入百兆时代
●2016年底，全市所有行政村实现光

纤到户覆盖

成都宽带建设大事记

制图 李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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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座谈会上，在听取成
都天府新区关于“南拓”工作推进情
况的汇报后，范锐平对成都天府新
区近年来的发展成绩进行了充分肯
定。他指出，下一步，成都天府新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自觉
肩负“南拓”重任、强化“极核”功能，
深刻认识天府新区“新”的内涵并具
体化，以新的科学方法，积极探索新
的城市发展路径，使城市运营效益
最大化、功能布局科学化、城市组织
有序化，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示范区。

一要坚持以新理念指导规划编
制。要学习借鉴雄安新区规划理念
和先进城市经验，在城市总体规划
的指导下，科学编制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城市设计，以绿色、人文、科技
为特色，突出战略、目标、需求导向，
规划新载体、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
态、形成新动能。要进一步突出兴隆
湖、鹿溪智谷、天府中心、慢行系统、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以及智能、绿色、
低碳的基础设施等重点内容，将天
府文化“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
包容、友善公益”的丰富内涵落实到
城市规划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着力
塑造新的城市形态和鲜明特色。

二要坚持以创新精神建立体
制机制。要根据天府新区的战略定
位和阶段性任务，建设精准高效的
管理体制和专业化、国际化的运行
机制。要以任务为导向建机构，以

“人岗相适”选人才，完善激励机
制，凸显体制新优势，为全市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出示范、积累
经验。

三要坚持以新经济服务区域
发展。要立足城市高端、产业高端，
谋划产业定位，支撑城市极核功
能。重点围绕行政政务服务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区
域性总部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服

务基地“三中心两基地”定位，加强
空间载体、产业环境建设和招大引
强，加快建成新经济和高端业态的
集聚区。

四要坚持以精准组织塑造城
市新形态。要加强城市文化景观
轴，绿道、绿廊及慢行系统，田园综
合体、特色镇、特色街区以及城市
天际线、城市色彩的规划设计，进
一步塑造绿色、人文、宜居的城市
形态。

五要坚持以科学组织实现城
市建设有序发展。要进一步深化对
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按照先规划
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景观后
项目、先公建后产业的科学建设时
序，推动城市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范锐平强调，作为国家级新
区，成都天府新区在全省、全市发
展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要
进一步总结经验、调整思路、精准
发力、有序推进，秉持归零意识、再
出发意识和担当有为意识，厘清发
展思路、把握发展节奏、掌握发展
方法，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新突破，努力为全市、全省乃至
全国创造更多“天府经验”。

罗强说，成都天府新区要按照
“新的理念、新的体制、新的经济、
新的形态、新的生活”的要求，进一
步明确新区建设发展的定位，科学
确定城市人口和发展规模；要以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引领新区规划建
设管理各项工作，切实做到环境友
好、功能合理、职住平衡，大力推广
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要瞄准高
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加快培育发展
新经济、新动能，强化对已引进产
业的考核评估；要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合理利用地
下空间；要进一步创新管理机制体
制，增强和凸显新区的体制优势，
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
家中心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王波、刘守成、刘仆、杨
林兴参加调研或座谈会。

努力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
创造更多“天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