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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问题抓整改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邹丽 记者 王南桢）近日，仁和区召开了今
年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4次会议，对“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
大排查工作，及推进扶贫领域工程项目清理录入情况进行
了安排部署。

据了解，2018年底，仁和区已实现了所有贫困村全部退
出、所有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仁和区全面启动了“两
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工作，针对仁和区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大体检”，找准“两不愁三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帮扶
工作、非建档立卡特殊困难户中的“病根”，对症下药，逐一
销号，通过对全区257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全覆盖排查，目
前共梳理出12类1047条问题。

为确保存在的问题彻底得到整改，区委主要负责人要
求，各帮扶单位要履行好帮扶责任，对照问题逐一整改；各
乡镇要建立台账，力争排查工作务实、排查过程扎实、排查
结果真实，真正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确保如期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转型升级点燃仁和产业发展“助推器”
□本报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员 杨兰秀 高铭

7月中旬，仁和区荣获2018年全省县域
经济发展进步县表彰，获得的县域经济发展
考核一次性财力奖励资金3000万元目前已
到位，该区将把资金统筹用于落实“一干多
支”发展战略和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是强区富民的根本。今年上半年，
仁和区突出产业重点，强化优势特色，全面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实现了工业有创新、三
产有突破、农业有亮点。近期，仁和区委召
开半年经济工作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要着力抓好“六大工程”的安排部署，把今
年的各项工作向深处、向细处、向实处扎实
推进。

扩增量 助推工业新发展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转方式、调
结构的主战场。攀枝花因矿建厂，因厂设
市，工业是这座城市的骨架与基因，对经济
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近年来，仁和区坚持“工业强区”战略，
把工业发展放在第一位。今年底，位于中坝
乡的凯盛石墨碳材料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
高碳石墨的生产线及石墨研发中心将投入
运行，这将对仁和区延伸工业产业链发挥重
要的引领作用。

凯盛石墨碳以建设高碳石墨及精深加
工生产基地为目标，打造国内首家自主研发
的鳞片石墨高效环保短流程生产工艺、节能
环保高纯石墨生产技术，及新能源材料制备
技术的高碳石墨、深加工及尾矿综合利用的
新型建材为主的产业布局。

该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投资10亿元，
建设年产10万吨高碳石墨生产线与石墨研
发中心；二期投资 35 亿元，建设总产值达
200亿元的烯碳产业园；三期投资5亿元，建
设专家楼、科研大楼以及辅助设施的碳基材
料研究分院。

目前，在凯盛石墨碳建设工地上，格构
防坡工程已建设完工，项目北侧 1646 浓缩
池平台边坡，已完成施工和绿化，各施工单
位正按倒排进度计划加快施工，预计9月底
前完成主体施工。

工业兴，则仁和兴；工业活，则仁和活；
工业强，则仁和强。上半年，仁和区新引进
冶金物料及工业物流园、汽车零部件产业
园等10个工业项目，共创工贸沥青搅拌、爱
绿城科技等项目建成投产，山青钒业 4000
吨五氧化二钒生产线建成，汽车高端齿轮
智能化生产线、10万吨高碳石墨生产线、工
业园区污水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有序推
进，富邦破产重整步伐加快，有望年底复
工。一个个项目的落地，为仁和区工业经

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补短板 构筑三产新优势

在推动工业经济创新发展的同时，仁和
区还积极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攻坚克难、
精准发力，围绕城市商业综合体建设，持续
推动“三产强优势”，全力推进服务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

在银泰城商业综合体施工现场，260名
工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项目负责人表
示，为加快项目建设，后期将加派人手推进
项目建设，争取明年9月完工。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该项目是攀枝花
目前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之一，占地128
亩，总建筑面积达48万平米，投资总额超过
30亿元，总体定位为一站式城市级综合体项
目，将规划大型室内购物中心、时尚零售、风
情商业街、商务酒店、大型超市、大型影院、
品牌餐饮等城市级配套，建成后可满足 30
万人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商务、生活需求，

同时提供约 2100 个高标准全地下停车位，
满足现代商业需求。

近年来，仁和区按照“建设大市场、搞活
大流通、发展大商贸”的思路，城市商业提档
升级加速，普达阳光完成年度投资3.6亿元，
普达湖景观已初步呈现，银泰综合体实现复
工，新引进攀枝花恒大养生谷、御景斓湾文
旅综合体等8个项目。攀西汽车产业园、迤
沙拉村文旅融合、乡村旅游环线等项目加快
建设，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仁和段全面完工，
第六届中国自驾游房车露营大会成功举办，
为仁和“三产”书写了新篇章。

抓亮点 发展农业新特色

除了工业和服务业，仁和区在探索农业
发展的路子上也是下足功夫，用工业思维发
展现代特色农业，抓亮点、促特色。立足已
有的农业产业基础，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现已打造了标准化芒果基地、
推广稻田养鱼、全力打造千亩莲藕观光示

范园……仁和区正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
求，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截至目前，仁和区成功争取到省级农综
开发现代农业产业、1.9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项目落地仁和，国家芒果产业强镇、省
级田园综合体等项目加快建设。围绕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补短板、强弱项，共整合到
位资金1.36亿元，实施基础设施、科技提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等项目。特色农业
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正是仁和区农
业经济发展的生动写照。

培育产业新增长点，仁和区可谓多措并
举、多向发力。

今年上半年，仁和区第一产业增加值
5.61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98.95
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34.1亿元，
增长 8%。下半年，仁和区将以逆水行舟的
拼劲、背水一战的狠劲、遇水架桥的巧劲、滴
水穿石的韧劲，只争朝夕、加压奋进、超常作
为，切实推动各项产业高质量发展。

8月8日15时58分、16时01分，太平乡防
汛值班组分别接到市、区气象局关于仁和区有
局部中到大雨的气象预告后，立即通过乡防汛
工作群和电话提前向村组干部发出预警。

“我是监测点的人员之一，作为党员，再苦
再累也必须完成任务，只有提前避让，才能减少
损失。”党员潘明吉说。

在暴雨来临前，太平乡各村的各监测点人
员坚守岗位，积极开展好雨前排查，党员干部率
先垂范，特别是重点关注采空区危房户、监测区
域内的群众，该立即撤离的立即予以了撤离。8
月9日6时30分，强降雨来临时，各级党员干部
各就各位，依然坚持在雨中巡查。

8月9日7时55分，革新村党支部书记周朝
仁冒着暴雨巡查时，发现上新组刘志培家屋后发
生小面积山体滑坡，滑坡导致房屋垮塌，刘志培
老人被困，于是他一边跑一边用电话通知20余
名村民赶往救援。因周朝仁反映迅速，仅用20
分钟就把刘志培成功救出，老人全身上下仅手臂
受轻伤。

“当时也没想太多，群众安危第一。加上乡
亲们都非常积极热心，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就
把他救出来了。”周朝仁感慨道。

敢担当，“主心骨”冲得上去

8月9日早上，接到险情报告后，太平乡党
委、政府主要领导立即赶赴受灾较重的革新
村。8 时左右，在革新村委会成立了临时应急
抢险指挥部。

“乡领导指挥得力，和我们群众一条心，
抢险救灾工作正顺利进行”8 月 9 日下午，正
在用挖掘机抢修道路的张贵洪一边擦汗一
边说。

“周朝仁是党员也是村支书，要不是他及时
带头喊人用手刨、用锄头挖，我爸肯定没那么快
被救出来，也不可能只是受点轻伤，我们全家都
很感谢他。”刘志培的儿子刘东南说，这次他家
房屋倒塌了5间。

参加救援的第二天，周朝仁脚上磨起了
水泡，但他毫无怨言。像周朝仁这样的党员
还有很多，如石正华、柯景华、杨清学……危
难时刻冲得上去，这也检验着共产党员的
党性。

在这次抢险救灾中，太平乡辖区内派出所、
卫生院、企业、民兵队伍迅速响应乡党委、政府
号召，积极投入到抢险救援工作中。4 家超市
为受灾群众提供24小时配货服务，让救援物资
能第一时间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主心骨”在哪“家”就在哪

“我们村支书周朝仁的房子也受损了，没法
住人，现在他跟我们一起在村委会搭帐篷住。
这两天他都在忙着抢险，见到他时，他还笑着安
慰我们。”村民陶兴才说。

在革新村，舍小家顾大家帮助搭建临时帐
篷、照顾受灾群众的党员有19人，一个都不缺。

“关键时候，群众没有‘家’，我们哪能放心
呢？”党员李平坦言。

在应急抢险工作中分管后勤物资的副乡长
刘乾说：“受灾群众都是临时安置，没水没粮我
们就到街上的超市买，不能让群众房子垮了连
吃喝都没法保障，也很感激超市老板和运送物
资的职工，因为有他们才让救援物资第一时间
运送到位。”

截至 8月12日，全乡境内受灾群众达203
户828人，房屋垮塌及严重受损46间，农作物受
灾1767.4余亩，道路受损10余条，2座桥梁局部
受损，3座山坪塘淤泥堆积。群众家庭财产损失
达150余万元，基础设施损失达380余万元。

在抢险救灾中，乡党委、政府通过建立临时
避险点、搭建帐篷、帮助受灾户在外租房等方式
安全转移受灾群众66户245人，现受灾群众的
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省财政厅拨付3.65亿元
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8月 12 日，记者从仁和区财政
局获悉，日前，仁和区争取到一笔 3.65 亿元新增土地储备
专项债券资金，将用于莲花村、宝灵寺、老街片区土地储
备项目。截至目前，该区累计争取到位新增土地储备债
券资金 8.4亿元。

今年以来，仁和区财政局抢抓机遇、积极作为，牵头组
织区级相关部门包装项目，及时上报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自
求收益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务评估、法律评估等相关
资料，主动向省、市财政部门就新增债券发行工作进行汇
报。8月1日，省财政厅拨付仁和区新增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资金3.65亿元。截至目前，仁和区已累计争取到位新增土
地储备债券资金 8.4 亿元，将进一步推进全区重大项目建
设，缓解财政资金压力，有效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老旧小区改造惠及更多群众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8月6日，记者走进建筑机械化

施工处家属区，看见干净整洁的道路、停车规范、路边绿树
鲜花相间、老党员在新建的党员活动室休闲娱乐……曾经
脏乱差的老旧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自2017年以来，仁和区紧紧抓住攀枝花市被列为全国
15个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的机遇，有力有序开展了
林业大院和建筑机械化施工处家属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
作，打造了“环境优美、功能配套、风清气正、平安和谐”的新
小区。截至目前，该区已实施机械化施工处家属区综合整
治项目一期二期工程、林业大院3个改造项目738套，投入
资金980万元，项目已全部完成建设。

今年，仁和区将实施第二农贸市场及烧烤城周边老旧
房屋、601家属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仁和公园家属楼3个
项目1641套，拟投入4417万元，现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编制工作，正在开展立项批复等前期工作，预计年底项目
开工建设，2020年6月底项目全部竣工。

土城街社区
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本报讯（张园婧 记者 王南桢）8月6日，仁和镇土城
街社区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为参加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的青少年及家长、社区志愿者等共计40余人进行了
急救、心肺复苏及外伤处理等技术培训。

社区医生首先通过 PPT 为大家讲解了扭伤、烫伤、出
血、溺水等常见紧急情况的急救知识，并对在场人员进行手
把手“心肺复苏术”教学，使每个人都真正的掌握心肺复苏
术操作的流程和要点。此次培训让社区居民掌握了一些基
本的实用急救技能，增强了应对灾难伤害的能力。

大田石榴热卖

大田镇石榴今年喜获丰收，预计石榴产量1320万公斤，
产值约1.3亿元。

据了解，大田镇种植石榴户数约1900户，种植面积已达
15000余亩，以突尼斯软籽、青皮软籽、黑籽酸等品种为主打
品种，远销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今年，大田石榴主要品种
突尼斯软籽石榴已于7月20日开园，收购价10至20元/公斤，
刚开园优质果可达24元/公斤；青皮石榴8月1日开园，价格6
至10元/公斤。目前，有近20余家外来商家在大田镇驻地收
购，还有5家快递、电商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平均每天外
发石榴达15万公斤左右。

图为果农在包装石榴准备外发。
（本报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员 徐丽琼 摄）

“主心骨”的力量
——仁和区太平乡抢险救灾侧记

普达国际康养度假区。 （李永忠 摄）

成功救出被困老人刘志培。 运送救灾物资运送救灾物资。。

□滕德银 张琪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8月 9日，受短时集中强
降雨影响，仁和区太平乡辖区
出现多起小范围滑坡，全乡10
个村不同程度受灾。虽天灾
难测，但人心可聚。灾情发生
后，乡党委、政府积极组织机
关干部职工、村组干部、民兵
队伍等400余人全力抢险救
灾，并协调企业挖掘机、装载
机、吊车等大型机械28台积极
施救。全乡上下党群一心，抢
险救灾共渡难关，党员的“主
心骨”作用凸显。

因提前预警，及时应对，
本次暴雨未对全乡群众生产
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目前未发
现人员死亡，3人受轻伤，撤离
受灾群众 245 人，安置 132
人，群众情绪较平稳，入乡进
村主干道已全部疏通。

早预防，“主心骨”落实得力 BBAA 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