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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与产业发展、民生工程、
乡村振兴都有关的词汇，是“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
伍”。每一批援藏工作队在高原的工作时间都不超
过2年，藏区生产发展、医疗技术、教育水平的进步，
需要长久和稳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抓干
部培养、抓制度建设，“结对子”“传帮带”“师带徒”，
三年来，大邑援藏工作队为松潘培养了300多名业
务骨干，把大邑的经验留下，为巩固脱贫成果长效
机制留人才。

人物故事人物故事

记者手记

松潘创意农业产业
发展“1+5”布局方案，以
松潘县绿色生态产业园
为统领，布局5个产业功
能区，包括镇坪红椒主题
公园、南山贝母农业花
园、水晶高原生态蔬菜
园、红土藏香猪牧园和圣
地花海，重点做强松潘花
椒、松潘贝母、松潘莴笋、
松潘藏香猪和薰衣草观
光5大农业品牌。

成都传媒集团特别报道
组记者 于遵素 胡科 摄影
记者 陶轲

从松潘县城驱车，不到20分
钟路程，就到了十里乡。该乡紧
邻松潘县城，国道213穿乡而过，
虽位于九环线黄金地带，却属于
典型“灯下黑”，一共6个村就有3
个是贫困村，十里乡也是大邑县
的重点扶贫乡。

“乡上自然资源匮乏，仅靠
种植业让大家看不到脱贫的希
望，又没有好的产业发展，久而
久之，大家也失去了信心。”十里
乡党委书记许佳云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这一点，大邑
县援藏工作队派驻到十里乡火
烧屯村的驻村干部严建文深有
体会，刚来的时候，村民们明显
有抵触情绪，认为驻村扶贫不过
是来走过场。

实际上，以火烧屯村为例，
白墙青砖的院落保留着回族的
建筑风格，有着独特的少数民
族风情，具有良好的旅游资源
基础。大邑县对口帮扶松潘后，

以打造十里乡回族风情特色旅
游小镇为契机，按照让民宿游

“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的旅
游产业发展思路，采取基础先
行、民宿先试、文化同步的举
措，累计投入帮扶资金734万
元，进行旅游集体经济扶贫项
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
业，老百姓一下子就觉得生活
有盼头了，共有201户村民入股
旅游集体经济建设，每户入股2
万元。”许佳云说。

紧邻新的213国道，前往川
主寺方向，一个宽敞、大气的服
务区让人眼前一亮，“服务区规
划了大小车位200多个，其中大
巴车的车位78个，主要针对团体
游。”许佳云说，服务区正在招商
中，配套的餐饮、农产品销售摊
点也即将投入使用。“九寨沟景
区重新开放了，高速公路也要通
了，游客回来了，就让村民看到
了发展的希望。”

当四川首个国家级农业综合
标准示范县大邑，遇上传统农牧业
大县松潘，二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
火花？挖掘松潘县特色产业优势，推
动农旅业融合发展，带动贫困群众
脱贫增收，重要的是，推动松潘的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大步迈进。“扶贫
工作从单纯的‘输血’变成自身‘造
血’功能，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
大邑县援藏工作队领队，松潘县县
委常委、副县长何晓介绍说。

传统农业如何转型？大邑县围
绕构建产业生态圈，做大做强主导
产业，制定实施松潘创意农业产业
发展“1+5”布局方案，以松潘县绿
色生态产业园为统领，布局5个产
业功能区，包括镇坪红椒主题公
园、南山贝母农业花园、水晶高原
生态蔬菜园、红土藏香猪牧园和圣
地花海，重点做强松潘花椒、松潘
贝母、松潘莴笋、松潘藏香猪和薰
衣草观光5大农业品牌。

9月19日，松潘县高原红牦牛肉

食品有限公司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对
刚刚卤制完的大块牦牛肉进行切割，
接下来还有码料、风干、包装等多道
工序，和普通加工厂不一样的是，整
个生产工序流程，都可以从参观通
道，隔着玻璃完整地看到。“以后，这
会是游客参观的一条线，透明的生产
流程，既有趣，也让游客放心。”大邑
援藏工作队队员、松潘县绿色生态产
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波介绍说，在
园区厂房，建设中的冷链、冻干生产
线正在陆续完成设备安装。未来，松
潘绿色生态产业园区将集生鲜加工、
冷链储存运输，中药材加工处理等等
功能为一体，大大弥补了传统农业生
产“看天吃饭”的短板。

不仅如此，“一园五区”的产业
布局，绝不是种植业、养殖业和加
工业的简单组合，产业联动、创意
创新，无论是生态蔬菜园，还是中
药材种植基地，都与农业生产、文
化旅游紧密联系，每一个生产基
地，就是一个旅游景点。

●●““一园五区一园五区””
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

●●有了盼头有了盼头
十里乡打造特色风情小镇

只有改变单纯给钱
给物做项目的思路，把激
发松潘内生发展动力、增
强自身造血功能作为对
口帮扶落脚点，才能夯实
稳定脱贫根基。3年来，大
邑县援藏工作队队员无
比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着力创新脱贫攻坚
和对口帮扶模式，坚持以
标准化理念、专业化手段
和园区化思路抓产业帮
扶，瞄准产业高端和高端
产业，致力于打造产业帮
扶样板，深入推进松潘产
业跨越发展。

现在，52岁的张爱平，右脚还留有钢板和手
术时的疤。2018年12月底，张爱平意外踩到了薄
冰，右脚骨折。伤筋动骨100天，医生让他至少休
息3个月，但牵挂着松潘县的水务工作，只在大邑
待了20多天，拄着拐杖的张爱平又回来了。

2018年8月，作为大邑县第二批援藏工作队队
员、原是大邑县水务局工程师的张爱平，挂职松潘县
水务中心副主任。同时，张爱平也是同期队员中年龄
第二的“老大哥”，年过半百的他，主动请缨援藏。

“以前就是吃河沟里的水嘛。”青云镇石河桥
村村支部书记徐家福告诉记者，以前村里家家户
户都是大水缸，肩挑、背扛、马驮，浑浊的河水澄清
后饮用。松潘县多数村级饮水设施取水口属无人
区，引水渠、过滤池、沉淀池、蓄水池等设施存在年
久失修、漏水情况，在冬季极易出现冰冻，造成生
活用水不足。

2018年12月11日，加班的张爱平踩到薄冰摔
成右脚骨折，当即被送回大邑医院手术。术后，张
爱平不顾医生的劝阻，只休息了20多天，就又回到
了松潘。回来后得知，毛尔盖克藏村有一处水源地
海拔3890米的取水口出现断水，用水户只能下山
背水生活。张爱平带着小腿上还未取出的钢板，往
返走了2个多小时的山路，实地查明水源地的建筑
物情况，制定了改造方案，克藏村的村民又重新喝
上了方便的自来水。“拄拐杖走得动，走不动的地
方，他们扶我一把嘛。”乐观的张爱平这样说。

镇江关灌溉水管老化，镇坪乡新民村、金瓶村
饮水设施老化，红土乡学校因山洪导致主管断裂
不能通水、燕云乡卡龙村蓄水池老化等等问题，松
潘县20多个乡镇村都有张爱平的足迹。“有人的地
方我都要走到。”9月19日，张爱平又一次来到青云
镇石河桥村，查看海拔2800米处的蓄水池，水位情
况怎么样，水质是否清澈达标，家家户户的水龙头
里是否能够顺利出水。这样的检查，每个月，张爱
平至少要走七八个点位，大部分都在海拔2500米
以上的高山。

一园带五区

手术后他拄着拐杖回松潘
“有人的地方我都要走到”

李科同志先进事迹掀起学习热潮

“立足本职不忘初心和使命”
大邑县西岭派出所副所长李科的英勇事迹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中央电视

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公安报、四川日报、成都商报等中央、省、市媒体，人民网、新华网、
环球网、光明网、中国长安网等重点新闻网站及各大媒体的官方微信、微博、微视、手机客户端
累计刊发相关报道1500余篇，点击浏览量迅速突破1亿人次。全国各地网友纷纷留言“致敬英
雄，一路走好。”全国公安民警闻讯哀悼：“兄弟，走好！”8月23日，公安部政治部、四川省公安厅
政治部专门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和亲切慰问。8月27日，大邑县委追授李科同志为“大邑县
优秀共产党员”。日前，中共成都市委追授李科同志“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全市党
员干部向李科同志学习。

他以生命和热血铸就忠诚警魂，树立了基层党员的良好形象，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英雄的事迹鼓舞人心，近段时间以来，在大邑县党员干部中掀起了学习李科先
进事迹的热潮。

近段时间以来，大邑县教育局办公室工
作人员何凌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了李科的
先进事迹，让他深有感触。8月19日晚，他在
县城家中，外面狂风暴雨，小区车库都被水
淹了，小区物业人员全部出动进行排险。第
二天，他从朋友和同事口中听说了西岭雪山
突发山洪，当地派出所的警察救援途中牺牲
了，后来才知道是李科。“以前都是在电视上
才看到的英雄壮举，没想到李科这件事却发
生在身边。”何凌说，李科用生命书写了忠
诚，用英勇铸就了丰碑，用鲜血守卫了大邑
的平安。

在何凌看来，李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解救老百姓的行为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
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宗旨。他虽然离开了
我们，但他的精神和壮举会一直激励我们继
续前行。何凌表示，作为一名大邑教育人，也
是一名共产党员，将以李科的精神作为大邑
教育人追求的目标，坚持以不忘教育初心，
牢记教育使命，用实际行动来教育大邑学子
砥砺前行，培养一批又一批四有新人。

邓雅文是大邑县人民医院党
办主任，李科的岳母今年刚刚从该
医院退休，她家与李科家都在一个
小区。虽说是邻居但平时李科工作
忙碌，见到他的时间很少，“大多时
间都是看到他妻子和岳母带着孩
子出来。”

李科的先进事迹给了邓雅文
很大触动和启发，在她看来，在灾
难面前李科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毅然成为“最美逆行
者”，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体会到在任何时候都要有吃苦在
前、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的思想。

“我作为一名卫健系统的共产党
员，今后也要向李科学习，立足本
职岗位，不忘卫健人的初心和使
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服务，我们也会在卫健系统发
起对李科同志先进事迹的学习。”

西岭派出所副教导员郭志兵与李科共事多年，
朝夕相处多年的同事突然离去，让他痛心不已。郭
志兵表示，他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英雄的遗志，在
公安工作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他舍小家为大家，他的精神是伟大的。当天晚
上那么大的雨，在灾难面前，在危险面前，他没有退
缩，成为一名最美逆行者。”郭志兵说，作为人民警
察，李科在灾难面前永不退缩是大邑公安牢记使命
的行为缩影，我们将秉承他的精神，传递下去；作为
党员，他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也
将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

郭志兵表示，作为人民警察，也作为一个党员，
在以后的工作中，时刻牢记自身使命，工作中一定要
将为人民服务和不畏牺牲、不畏艰难放在第一位。

据了解，接下来，大邑县将组织李科先进事迹
宣讲团在县内各行各业进行宣讲，进一步强化先进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
先进的浓厚氛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国庆黄金周
四川接待游客超6785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0.42亿元，同比增长10%

2019年国庆黄金周正式收官，作为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四川在这
个黄金周的人气如何？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文旅厅获
悉，在假期前夕，四川推出了超过700多场次文旅特色活动和100多项文
旅惠民活动，以及300多种旅游特色线路、自驾线路、特价酒店、特价机票
等产品供广大群众选购。在7天假期里，全省共接待游客6785.8万人次，
同比增长9.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30.42亿元，同比增长10%。

▽教育系统：
英雄就在身边

将用实际行动教育大邑学子砥砺前行

▽卫健系统：
他是“最美逆行者”

将立足岗位不忘卫健人初心和使命

▽公安系统：
舍小家为大家

将继承英雄的遗志为人民服务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
电话：028-86783636

据四川省文旅厅国庆旅游接待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从客源市场看，省外游客
占比23.19%，较去年增长0.7个百分点，
省内游客占比76.81%。从出行方式看，自
驾车出游比重达74.81%，与上年同期相
比提升7.81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来看，
交通、住宿、餐饮比重在20%以上，景区
游览花费比重为13%，比上年同期提升
1.99个百分点。从游客停留时间来看，游
客平均停留达2.25天/人次，同比上升
0.12天。从游客人均天花费来看，省外在
川过夜游客人均消费356.24/天，同比消
费上升43.7元。

全省纳入统计的74个4A级以上景
区，传统自然观光型景区游客人次及收

入呈下降趋势，开放式文博类景区、度假
旅游区游客人次明显增加，并带动收入
增加。接待游客人次增幅前五位的是：雅
安市蒙顶山旅游区（1.94万人次，同比增
长234.68%）、螺髻山旅游景区（3.85万人
次，同比增长229.49%）、甘孜州康定情歌
（木格措）风景区（5.55万人次，同比增长
162.93%）、黄龙风景名胜区（4.59万人次，
同比增长99.01%）、广元皇泽寺（3.061万
人次，同比增长55.33%）。门票收入前五位
是 ：广 元 市 剑 门 蜀 道 剑 门 关 旅 游 区
（1989.2 万 元）、峨 眉 山 风 景 名 胜 区
（1857.03万元）、都江堰旅游景区（1750.31
万元）、乐山大佛景区（1363.26万元）、南
充市阆中古城旅游区（1296.99万元）。

1989.2万！广元剑门关门票收入全省第一

人气旺！九寨沟“补妆”归来受关注
“三九大”文化旅游金字招牌，是四

川最具魅力旅游产品，国庆期间“补妆”
归来的九寨沟备受关注。7天假期，试开
园的九寨沟共接待游客34748人次，实现
门票收入497.75万元。

据悉，试开园期间，九寨沟景区开放
了85%的区域，包括扎如沟的扎如寺、树
正沟（火花海除外）、日则沟（诺日朗至五
花海段景点）、则查洼沟。目前景区实行
限区域、限时段开放，单日最大限量5000
人次，且只接待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

早在9月30日，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便发布消息，称9月30日至10月6日的门
票已售罄。景区官网显示，景区10月10日
至22日的门票也已售罄。

“夜游”也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的新
风尚。“夜游成都”相关旅游产品热度较
往年增长6成，广安华蓥山景区推出森林
夜游活动，宝箴塞推出电视剧《大英雄》
场景还原体验活动，西昌市推出“夜游邛
海”项目，深受游客青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构建产业生态圈，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推进松潘跨越发展的

产业帮扶样板

松潘县高原红牦牛肉食品有限公司

张爱平和村民检查蓄水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