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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

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四川广大

机关单位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继续深化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用

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扎实的工

作作风，认真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切实提高政治能力，坚持守正创

新，服务中心大局，在奋力谱写四川发

展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新气象。

谈认识
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

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 年来，我们

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

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我们坚定

信心、迎难而上，一仗接着一仗打。我

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一

道奋斗出来的。

回顾 10 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以及成就背后的艰辛

奋斗，四川广大机关单位党员干部不

无感慨。

“10 年伟大变革，离不开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这让我们备受鼓舞。”四川

省纪委副秘书长张子辉表示，作为一

名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将永葆“赶

考”的清醒和坚定，在全省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知重负重、尽心尽

责，为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清

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

境作出纪检监察人应有的贡献。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四川省

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陶玲表

示，10 年伟大变革，让她看到党的坚强

领导在各项事业中所起到的关键作

用，更加激发了自己干事创业的热情。

“过去 10 年，为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入脑入心，每五年我们便要对全省

党员干部进行一次全覆盖轮训。”陶玲

表示，从 10 年伟大变革中汲取奋进力

量，接下来将不断创新党员干部教育

培训方式方法，让四川广大党员干部

的信仰之基更加牢固、精神之钙更加

充足、思想之舵更加稳靠。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三处处长谢

海彬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科学指引，自己为身处这个伟大的

时代而自豪。接下来，将深入研究宣传

党在四川的光辉历史，总结党在治蜀

兴川实践中的经验启示，用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在更加宏

阔的历史进程中，更深刻地领会“两个

确立”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的决定性意义。

谈行动
走在前列勇做表率

在奋斗中展现新担当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未来 5年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

关键时期，搞好这 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迈步新的征程，全省广大机关单

位党员干部表示，要立足本职工作，提

高政治能力，在心系“国之大者”、把握

“省之要事”上走在前列；要提高执行

能力，在勇于开拓创新、狠抓工作落实

上走在前列；要提高服务能力，在转变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上走在前列；

要提高协作能力，在相互密切配合、形

成工作合力上走在前列；要提高拒腐

防变能力，在全面从严治党、展现良好

形象上走在前列。

四川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戒毒

管理局局长安家爱表示，将以身作则，

勇做表率，切实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为锻造忠诚为民尚法担当

的四川戒毒铁军而不懈奋斗。

“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做好学生就业工作。”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四川省教育

厅高校学生工作处处长李浩表示，接

下来将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抓好

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引导毕业生

树立正确就业观念，推动高校毕业生

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我要抓紧每一天，做好每件事，走

好每一步，齐心协力为两地协同发展贡

献力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川渝互派干部，在重庆市挂

职的四川省水利厅信访处（移民综合协

调处）副处长欧承建定下新目标，未来将

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深化川渝两地在水

利事业上的战略协作、政策协同和工作

协调，以优良的水生态环境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在奋斗中展现新担当新气象。”

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卢昌伟

告诉记者，将按照“平战结合、联战联

勤”的工作思路，指导支队着力构建

“消防主战、单位联战”的协同合作机

制，建立完善联动响应、互补合作、学

习交流等机制，切实为地方的消防安

全作出贡献。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樊邦平 陈

松江芸涵兰楠赵荣昌）

本报讯（记者赵蝶）记者昨日从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与农业园区

处获悉，日前，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 3 部门联合公布 2022

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国

共有 100 个地区入选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创建名单，四川 5 地上榜，入选数量

位居全国第一，分别是雅安市名山区、

绵阳市三台县、遂宁市射洪市、成都市

郫都区、广元市苍溪县。

据悉，创建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

区，旨在打造出一批率先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标杆，探索出一条差异化、特色

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而推进

农业实现设施化、园区化、绿色化、数

字化。四川省此次入选的 5 个县（市、

区）在农业产业发展上各具特点，将获

得资金和政策的倾斜。

成都市郫都区
全域构建“一心、一核、两廊、六园区”

发展格局

郫都区作为成都市唯一区（市）县

入选。

据了解，郫都区将以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创建为契机，打造全球川菜产

业中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先行

区、成都市优质农产品保供基地和绿

色生态发展净地；同时将创新“加工引

领、园区推动、科技赋能、融合发展”的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计划总投资

39.08 亿元，实施 5 大工程 37 项重点

项目，全面提升设施化、园区化、融合

化、绿色化、数字化建设水平。

此外，郫都区还将全域构建“一

心、一核、两廊、六园区”发展格局。“一

心”是指规划设置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综合服务中心；“一核”是指聚力建设

中国川菜产业城；“两廊”是指全力塑

造清水河农旅融合发展廊、锦江农业

生态旅游发展廊；“六园区”是指统筹

推进唐元现代农业韭黄产业园、安德

天府水源地现代农业园、德源蒜稻现

代农业园、唐昌粮经现代农业园、古城

粮经现代农业园、汉姜粮经现代农业

园六个现代农业园区建设。

雅安市名山区
构建“2+1”现代农业体系

近年来，雅安市名山区坚持“茶业

立区”，发展壮大茶产业，持续构建

“2+1”现代农业体系，加快推动茶、生

猪、茶苗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因地制宜

发展蔬菜、水果等特色产业，打造成渝

地区优质农产品供给地；推动农旅融

合发展，打造国家茶叶公园城市；夯实

高标准农田、水利设施、农机装备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效能。

名山区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同时，深化农业农村

改革，壮大名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健全农业支持保

护制度。

遂宁市射洪市
种子出口量稳居全国前列

射洪是四川种业大县（市、区），深

耕种子生产领域 40 余年。作为四川水

稻、玉米、小麦、棉花、油菜五大作物种

子研究、生产、销售唯一齐全的县级

市，常年种子生产面积稳定在 2 万亩

以上。

近年来，射洪市为遏制耕地“非农

化”“非粮化”，夯实粮食安全基石，从

2020 年 1 月起，依托舍得酒业强大的

原粮需求，集中优势资源对沱牌、瞿河

等 10 余个镇规划建设 20 万亩酒粮基

地，现已建成酒粮标准化产业基地 6

万余亩，实现年产酒粮 2.8 万吨，年总

产值逾 10 亿元。

广元市苍溪县
建成万亩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22个

近年来，苍溪县以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抓手，挺起“主脊梁”，现

代农业发展的支撑体系更加健全。

一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建成覆

盖 8个乡镇、100 个村、面积 10 万亩的

环嘉陵江特色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带，

启动岫云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累计建

成万亩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22 个、千

亩园 75 个、户办产业小庭园 10 万余

个，特色产业面积达到 51 万亩。

二是产业融合换档提速。实施“加

工园联物流园”“种植园联旅游园”延

链互动，建成产地初加工点 229 个，引

进培育 108 家工业企业入驻精深加工

区，开发 6 大类 36 种精深加工产品，

累计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 11 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 766 家、家庭农场 2155

家、种养大户近 6000 户、社会化服务

超市 342 家，建成国家 AA级以上旅游

景区 13 个、主题文化公园 5 个、休闲

农庄 187 家，连续举办 16 届梨花节和

6届红心猕猴桃采摘节，“三个百亿”产

业综合产值达到 155 亿元。

三是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围绕优

势特色产业全链发展，建成全国唯一

红心猕猴桃科技创新中心，建成数字

农业园区 4 个，健全县乡村三级网络

销售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67%，现代特色

农业“3+3”产业体系日臻完善。

绵阳市三台县
麦冬与生猪结合形成种养循环路线

近年来，三台县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完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紧紧围绕麦冬、生猪等

主导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建设，打造“园区”新标杆，赋能农业

现代化。

同时，三台县坚持立足绿色生态、

品质优先发展战略，全域推广“猪—

沼—药”生态循环模式。在种养循环模

式下，两大特色优势产业共同发力，构

建闭合经济体。

在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新气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在四川广大机关单位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农业产业发展各具特色 入选数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四川五地上榜 2022 年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

近日，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植

保无人机在红光镇柏山村开展统防统治水稻病虫害

作业服务。

7月下旬以来，南江县组织的两个专业团队、12

台植保无人机在长赤、红光等 4个省级粮油示范园

区，对水稻病虫害进行统防统治植保作业服务，既有

效降低了农户的劳动强度，减少了农药对田间环境

的污染，又确保了水稻丰产丰收。

何旭东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植保无人机
护航丰产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