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 迎 二 十 大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农历壬寅年八月廿八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
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
设迈出重大步伐，
中华大地正展现出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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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阴天有小雨到中雨 16~22℃ 北风1~2级

在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五
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大农

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
今年，
我们克服去年
北方罕见秋雨秋汛、
冬小麦大面积晚

播、
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应对
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
实现夏
粮、
早稻增产，
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
“三农”
工作的大
政方针和决策部署，
强化粮食安全保
障，
稳住农业基本盘，
巩固拓展好脱贫
攻坚成果，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

现农村更富裕、
生活更幸福、
乡村更美
丽。
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
让日子越过越
红火、
生活更上一层楼！

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今日在成都举行

又是一年好
“丰”景 风吹稻香满蓉城
探馆

数读

天府农博园
有颜又有料

数字里的
成都乡村振兴

访谈

揭秘

如何打造
家庭农场的
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田园梦与生意经
03~06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的热烈氛围
中，我们将迎来第五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以农为本、以节为
媒，五年来，中国农民丰
收节已成为弘扬农耕文
化、推进乡村振兴、期盼
国泰年丰的暖心符号。
这是新时代的新节
庆。在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之际诞生，从2019年
“ 我 的 丰 收 我 的 节 ”到
2020 年“ 庆 丰 收 迎 小
康 ”，从 2021 年“ 庆 丰
收 感党恩”到今年“庆
丰收 迎盛会”，一个个
主题就像新时代的大事
记，记载着亿万农民在
党领导下决战脱贫攻
坚、告别千年贫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扎实迈向
共同富裕的历程。
中国农民丰收节散
发着新稻新谷的芬芳，
承载着五千年生生不息
的希望。大江南北、线上
线下，中国农民丰收节
成为融合城乡发展、推
进乡村振兴的新舞台。
稻花香里说丰年，
这是祈盼，更是感念。中
国农民丰收节，是中华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饱
含着在党的领导下走向
更加美好生活的希冀。
（新华社）

成都天府农博园 图据东方
图据东方IC
IC

进阶的
“天府粮仓”
从刀耕火种，开启农耕文明；到乡村振兴，农业建圈强链，创
造现代粮食产业的更高水平，丰收，是不变的追求。
随着时代发展，丰收之于“天府粮仓”，也有了更加丰富的内
涵。时代在向前，
“天府粮仓”
，仍在不断进阶。
秋日忙，稻飘香，颗粒归仓。
这是金黄色的季节。
在祖国的西南，山峦包裹之
下，河网稠密的平原上，
风吹麦浪
滚，风起稻花香。
“天府粮仓”
的丰
收盛景，如画卷般铺就于大地上。
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天下
安。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粮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话题。
翻
开史书，每一次发展的提速，
都离
不开农业的繁荣；每一个盛世的
描述，都绕不开五谷丰登。
成都平原自古富庶，正是源
自“沃野千里”的得天独厚，始于
“水旱从人”的智慧与开拓。
时至今日，
“ 天府粮仓”仍肩
负重任。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时强调，成都平原自古
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
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
把
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
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这是新的起点。
从刀耕火种，
开启农耕文明；
到乡村振兴，
农业建圈强链，
创造
现代粮食产业的更高水平，
丰收，
是不变的追求。丰收之于“天府粮
仓”，也随时代发展，而有了更加
丰富的内涵。
时代在向前，
“天府粮仓”，
仍
在不断进阶。

进阶，
从水说起

从“天时地利”到“水旱从人”

“天府粮仓”的进阶传奇，要从
记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
水说起。
千万年前的中国大地，
造山
杜宇被尊称为“望帝”
，又被称作“农
运动如火如荼。
神”
，他带领蜀地人民从渔猎走向农
山峦从四面合围，在中部形成
耕，
走出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
了一个巨大的盆地，
即四川盆地。
发
这是“天府粮仓”
最早的进阶。
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沱江及其
但成都平原真正开启富庶之
支流等，
自高处携泥沙奔涌而至，
形
路，是从李冰兴修水利开始的。在
成8个冲积扇重叠连缀，形成复合的
此之前，沃土常年伴随的是水患。
冲积扇平原，
成都平原就此诞生。
《蜀道难》中的“蚕丛及鱼凫，开国
密布的河网带来大量沉积物， 何茫然”，叹的就是成都平原早期
成都平原因此愈发肥沃。
这正是“天
水患严重。
府粮仓”
得天独厚之所在。
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修
人逐水而居，
业因水而兴。
天时
建都江堰，彻底解除水患，引水灌
地利的土壤上，
逐渐生出了人的智慧。 田。自此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
从川西高原沿岷江峡谷迁移来
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
的古蜀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四川最
谓之“天府”
也！
“天府之国”
的美名，
早的农耕文明。
据《华阳国志·蜀志》 就此传扬。

进阶，
生产方式之变
时光飞逝，这片土地上开始有
了更深邃的记忆。
泛黄的照片中，
阡
陌纵横的农田厚土之上，遍地都是
水车和耕牛。
那是大半个世纪前。河流水网
密布的成都平原，
大大小小的河道、

这是蜀人用智慧之光，在历史
长河中留下的熠熠生辉的一笔，农
业不再靠天吃饭，而是依靠自己的
力量掌控收成！
这是“天府粮仓”
的再次进阶。
此后，成都平原的农业在隋唐
五代和宋代，都迎来了发展的黄金
期。
到了清代，
“湖广填四川”
的移民
潮，使得成都平原一时间聚集了全
国各地的种植经验和技术，新的农
耕繁荣再次开启。
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
不负“天
府粮仓”
之名，
是全国重要的水稻生
产中心，汇集各地农人智慧于一方
土壤。
这是“天府粮仓”的又一次进
阶。

从“耕牛遍地”到“智慧农田”

水渠、水塘都修建有水车。
水车引水
灌溉，
形成了独特的田间风景。
耕牛是田间的另一个“主角”。
每逢春耕时节，
水田中耕牛遍地。
据
巴蜀民俗专家袁庭栋回忆，
那时，
成
都至少每2到3户就有一头牛。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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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记载，
新中国成立前，
成都平原已
拥有18万头耕牛。
还有风谷机、水碾、犁、锄……
这些耕作中伴随了千百年的农具，
与稻田、农人、耕牛一道，构成了一
幅幅旧时的田园牧歌图。下转02版

1-8月
成都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
9月2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成都市统计局获悉，
1-8月，成都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5.0%。
按轻重工业分，统计数据显
示，轻工业增长3.4%；重工业增长
5.6%。分行业看，五大先进制造业
合计增长2.2%，其中，电子信息产
业增长9.4%；装备制造产业下降
0.2%；医药健康产业增长1.6%；新
型材料产业下降21.3%；绿色食品
产业增长4.7%。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8
月，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9%。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
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6.6%，
其中工业投资下降5.0%；第三产
业投资增长4.2%。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7.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
经济投资增长12.1%；非国有经济
投资下降3.1%，其中民间投资增
长0.9%。
在消费品市场方面，
1-8月，
成
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964.5
亿元，
同比下降0.4%。按经营单位
所在地分，
实现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724.0亿元，下降0.3%；实现乡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240.5 亿 元 ，下 降
0.9%。按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实
现1023.1亿元，下降6.8%；商品零
售实现4941.4亿元，增长1.1%。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2.3%。
在外贸进出口方面，1-8月，
成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5470.7
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出口
总额3205.2亿元，增长9.1%；进口
总额2265.5亿元，
增长4.3%。
统计数据还显示，1-8月，成
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115.3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6%，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3.4%。
其中，
税收收入完成798.5亿元，
扣
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0%，按自
然口径计算下降9.3%；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完成1483.4亿元，增长
1.9%。
截至8月末，成都金融机构本
外币存款余额为53025.3亿元，同
比增长12.9%；其中，住户存款余
额21323.9亿元，增长15.6%。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51803.7
亿元，
增长15.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成都中欧班列铁路
运邮专线首次开行
首批邮件发往欧洲12国

9月22日凌晨，随着一声汽笛
的鸣响，搭载有中国邮政包裹的
中欧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
发，
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
标志着
成都中欧班列铁路运邮专线正式
首发。
该趟列车运载着四川省发往
荷兰、英国、德国、丹麦等12个欧
洲国家的邮件，将从新疆霍尔果
斯口岸出境，
经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白俄罗斯，预计20天后抵达波
兰马拉舍维奇，再由波兰邮政中
转至欧洲各国邮政。邮件货物主
要为生活用品、饰品、置物架以及
四川特产零食等。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俊峰称，
成都中欧班列
铁路运邮的首发，
是针对传统航空
邮路运费过高、
运能不足问题的有
力探索，
也必将实现疫情期间国际
寄递渠道破局。
下一步，成都中欧
班列将利用“欧洲通”公共班列的
渠道优势，为中欧邮政出口邮件
提供稳定的欧洲路向运力保障，
通过“中欧班列+国际邮件”的融
合创新，
对外培育欧向运邮通道，
更好服务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为保障此次邮政专列顺利
发运，我们安排专班‘7×24’小时
负责跟进邮件运输状态，并提前
做好沿线运输节点的海关监管沟
通协调，
确保各环节无缝对接，
形
成合力，高效通关。”成都海关所
属青白江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陶建
松表示。
四川邮政国际公司相关负责
人认为，此次成都中欧班列铁路
运邮的首发，将进一步稳定疫情
期间国际寄递渠道畅通，为助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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