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和区委第二巡察组
入驻区商务局开展巡察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杨兰秀）9月2日，仁和区委第
二巡察组正式进驻区商务局，对其开
展为期20天左右的巡察工作。

据悉，此次巡察将通过个别谈
话、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形式，对商
务局党组领导班子及成员、以及区服
务业发展局领导班子及成员，对照

“六个围绕”重点巡察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选人用人和基层党组织
建设，结合蒲波严重违纪案“以案促
改”和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工作，整治“四风”问题，领导干部廉
洁自律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等
情况。巡察期间，巡察组将设置“巡
察工作专用意见箱”，并设立信访接
待点。

川沙路月底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高铭 文/图）9月2日，虽然下
着小雨，仁和区川沙路项目建设者们
仍各司其职，或修砌供水阀门井，或建
筑护坡，或测道路质量，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记者从仁和区住建局了解
到，川沙路将于月底建成通车。

据了解，川沙路是仁和区城市次
干道，全长760米、宽20米，主要连接
攀枝花大道和花城大道，起于攀枝花
大道仁和区政府门口，止于花城大
道。川沙路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串联
起整个仁和区与四号地块、花城新区

的链接，搭建起仁和区大的交通骨架，
形成的交通环网将解决联通桥至龙潭
沟片区的交通拥堵问题。

近年来，仁和区持续纵深推进“北
联南扩”城市发展总体战略，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承载
能力不断提高。为了在国庆期间让市
民们出行更为方便快捷，川沙路主体
工程以及所有附属设施将于 9 月 30
日全面完工。为此，相关部门及施工
单位实施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制
度。目前，已完成了道路的下水稳层
铺筑作业。

多措并举防控非洲猪瘟疫情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

讯员 薛巍）近期，针对国内多省市
接连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仁和区在平
地镇、福田镇、啊喇乡等乡镇设立 36
个非洲猪瘟查堵点，加强生猪及其产
品的调运与检疫监管。截至目前，仁
和辖区范围内未发现一例非洲猪瘟
疫情。

为防止疫情传入，保障畜牧业生
产安全与动物源性食品安全，仁和区严
格执行严禁跨省调运生猪、严禁泔水饲
喂生猪、严禁生猪交易的“三严禁”规
定，多措并举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
作。在查堵点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

守制度，重点针对封闭车辆、客运车、冷
藏车辆进行拦截检查，防止外省市生猪
及生猪产品进入；加大对违规调运生猪
和生猪产品行为的打击力度，截至目
前，共立案查处违规调运畜禽案件56
起，无害化处理生猪35头，遣返涉案生
猪近1400头。同时，加大宣传和处罚
力度，严禁养殖户泔水饲喂生猪；严禁
生猪交易，已于去年10月26日正式关
闭了辖区内9个生猪交易市场；进一步
强化食品生产经营环节生猪产品排查
处置、饲料经营户排查、宣传培训、消
毒灭源、屠宰检疫以及生猪运输车辆
备案等工作。

城乡适龄妇女免费检查“两癌”
本报讯（晏丽 记者 王南桢

文/图）“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嘞，检
查不要钱，医生还陪着我到每个检查
点检查。”9 月 4 日上午，平地镇妇女
苏洪翠拿着检查报告单，一脸轻松。
此前一天，仁和区卫健局联合区妇
联、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各乡镇卫生院启动了 2019 年为期 2
个月的城乡适龄（35-64 周岁）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
9月4日，平地镇波西村、辣子哨

村、干坝子等地400余名适龄妇女来
到镇卫生院做“两癌”筛查。检查现
场，医护人员们认真为每位妇女进行
乳腺彩超及触诊，腹部彩超等检查项
目，并宣传女性健康基本常识，及日常
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据介绍，宫颈癌和乳腺癌是影响

女性身心健康的两大“杀手”。为提高
辖区妇女对两癌疾病认识水平和治病
防病的意识，切实为妇女同胞撑起生
命健康的“保护伞”，仁和区开展了新
的一轮（2019 年—2021 年）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为开展好这项民生工
程，仁和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医护人员带着设备到各乡镇卫生
院，为适龄妇女进行“两癌”检查。此
次“两癌”普查内容全面，力度大，范围
广，涉及 9 个重点乡镇及建档立卡贫
困育龄妇女，对检查出的可疑病例将
由仁和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进一步检查确诊、转诊治疗和随访。

仁和区连续三年实现城乡适龄妇
女“ 两 癌 ”筛 查 全 覆 盖 ，已 先 后 为
21000余名育龄妇女提供乳腺癌、宫
颈癌的筛查体检服务。

太阳花开 我心向阳

迤沙拉向日葵花开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
员 杨兰秀）近段时间，平地镇迤沙拉
向日葵花绚烂绽放。9月7日，2019迤
沙拉葵花节暨民俗文化体验月活动在
迤沙拉向日葵花海景区内拉开帷幕。
朵朵向阳而开的花朵，像一张张金色的

“笑脸”，喜迎八方游客。
当天，近千名游客慕名而来，有的

在花海中徜徉，合影留念；有的在现场观
看文艺演出，谈经古乐、羊皮鼓舞、爱在迤
沙拉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们深
深感受到了迤沙拉独特的民族文化。

花海、人群相映成趣，汇成了一片

欢乐的海洋。
活动以“太阳花开 我心向阳”为

主题，向日葵花海景区除了种植了近百
亩向日葵花，还种植了百日菊、格桑花
等五彩斑斓的鲜花，并将四季海棠和角
堇花种成了国旗的形状，以此向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献礼，希望祖国像向日葵
花一样欣欣向荣。

据了解，迤沙拉村 2014 年就开始
种植观赏向日葵，曾吸引大量游客前来
观赏，但由于当时村里基础设施不完
善，村民也还没有准备，游客们到来后，
食宿、交通等成了大难题，体验感差。

村民把土地拿出来种向日葵花也难见
收益，种了3年后大家都不愿再种了。

今年，迤沙拉结合农文旅融合发
展，在逐步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重新
开始规划种植打造向日葵花海景区，向
日葵花海以新的姿容展现在游客面前。

“听说迤沙拉又种向日葵了，我们
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感觉非常漂亮，这
次迤沙拉向日葵花海，对提高攀枝花知
名度、美誉度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摄影
爱好者王东说。

迤沙拉村村委会主任毛建桦说，此
次打造的向日葵花海景区由返乡创业

人才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具体负责花卉
的种植管理，采取“专合社牵头、农民土
地入股、商业运作、政府兜底、农民受
益”的方式运营，通过开展马车观光游
览、自行车户外体验、乡土特色文艺表
演等主题的多形式旅游项目，为村民致
富探索一条新路径。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活
动期间，游客不仅可以到迤沙拉赏花
海、观峡谷风光，品尝彝家特色美食、参
观迤沙拉村史馆，还能在每周末观看谈
经古乐、民族歌舞等文艺节目演出，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当地的彝家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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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南桢

27年前，随着芒果落户，改变了
一个省级贫困村的落后面貌，使之成
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由此引发
的“蝴蝶效应”催生了一个年产值达
数十亿元的水果产业。这个村就是
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混撒拉村。

混撒拉村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幅
原面积21平方公里，辖8个村民小组，
402户，1426人，其中彝族人口占总人
口的56%。上世纪九十年代，该村是省
级贫困村，人均收入不到200元。

现在，混撒拉村以“芒果+旅游”
为主导产业，逐步走上一条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至2018
年底，全村已发展优质晚熟芒果
19800亩，产量达到10500吨，年产值
达到51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9800元，村集体可支配资金20万元。

如今，走进混撒拉，一棵棵芒果
树像一把把绿伞撑开在一片片山坡
上，青山绿水间，掩映着一幢幢富有
民族特色的小别墅……芒果已成为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建设示范园
全国劳动模范、混撒拉原村支书

李德回想起当年发展芒果产业的情
景时，感慨地说：“如果没有那12万元
的少数民族发展周转资金，混撒拉的
芒果梦可能至今还只是一个梦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摆脱贫困，
混撒拉村支两委苦苦探索着致富之
路。在发展芒果产业之前，该村先后
发展过蔬菜、西瓜、香蕉、石榴，搞过
生猪养殖等产业，均以失败告终。时
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李德组织党员干
部通过考察学习、试种等艰苦努力
后，多次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
会，决定利用集体荒坡，建设集体芒
果示范园。

但建集体芒果示范园，购买水
泥、钢管、树苗等建设物资的资金从
何而来？没有资金，一切都是空谈。
1992年，市、区民委得知混撒拉村面
临的困境后，通过调查论证，将省民
委下达的一笔12万元少数民族发展
周转资金“借”给混撒拉村。有了资

金，村支两委发动村民自带干粮上
山，投工投劳，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在 500 亩荒山上建起一个设施较为
完善的标准化芒果园，成为攀西地区
迄今为止唯一的集体果园。

催生支柱产业
通过建设集体芒果示范园，为村

民提供了示范试验、技术培训的“样
本”。村民从不想种到主动种，从不会
种到成为种植芒果的行家里手……观
念一变天地宽，昔日干热河谷的秃岭
荒坡变成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通过
多年的努力，混撒拉村培育出具有本
地特色的优质晚熟芒果新品种，并申
请了“混撒拉牌”“仁和牌”等注册商
标，获得四川省无公害农产品基地认
证、农业部热作名优基地、中国“绿色
食品”“健康食品”等证书。

村里还成立了攀枝花市德益果
品开发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的运作模式和“支部+公司+农
户”的管理模式，在全村推行培训指
导、生产资料、品牌注册、产品包装、
市场销售“五统一”管理，并将芒果销
往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安、北京、武
汉、上海、重庆等地，甚至销往广东、
广西和海南等芒果主产区。

今年，混撒拉村的芒果种植大户
纳世莲种植了100亩芒果，品种主要
以凯特、吉禄为主，她自己既是果农
也是果商，一年下来收入比较可观。

为了种出品质好的芒果，混撒拉
村除加强芒果种植户技术培训，还禁
止农户使用农药、化肥，积极推广“畜
禽+沼气+芒果”的有机循环模式，在
芒果上市前，使用农药残留检测仪检
测农残是否达标，让消费者吃上放心
芒果。

截至目前，混撒拉村所在的大龙
潭彝族乡芒果规模已达8万多亩，仁
和区发展芒果 20 余万亩，芒果已成
为中高山地区群众的“绿色银行”。

欢送新兵入伍
9月10日上午，仁和区在商业文化广

场举行2019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为70
名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送行。

今年夏秋征兵，仁和区在提高兵源
质量上狠下功夫，严把兵源质量关，先后
组织应征青年体检、政治考核和开展役
前训练，圆满完成了征兵任务。

欢送现场，仁和区征兵领导小组相
关负责人为新兵佩戴大红花，区妇联为
战士们送上了拥军鞋垫和背心，勉励新
兵战士勿忘乡情。新兵代表表示，到达
部队后，一定要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服
从组织、严守纪律，使自己尽快从一名普
通青年转变为一名有本事、有灵魂、有血
性、有品格的新时代军人，不辜负祖国和
家乡人民的期望。

欢送仪式后，新兵战士们个个精神
抖擞，踏上了新的征程。

（杜利专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摄）

从贫困村到小康村的变迁主城区4座公厕换新颜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

员 何光军）9 月 4 日，记者从仁和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获悉，6月初，该局全面启动主
城区直管公厕的维修升级改造工作，目前
已完成3座公厕的维修升级改造工作，另一
座公厕的维修升级改造工作正按施工节点
稳步推进，将于9月中旬完工。

据了解，为持续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给
市民提供规范有序、舒适便利、干净整洁的如
厕环境，仁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紧盯难点补短
板，对照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标准，认真进行查
漏补缺，组织工作人员，对39座直管公厕的设
施、设备、标识、标牌等环卫基础设施的完好情
况进行拉网式排查，并详细记录摸排出来的问
题，最终确定对其中4座人流量大、存在设施陈
旧和损坏的公厕进行维修升级改造。

记者现场看到，改造后的公厕面貌焕然一
新，内墙是白色瓷砖，地面是防滑耐磨砖，蹲位
配备独立式冲水水箱及防潮隔板，顶棚安装吸
顶灯，还配置了排风扇、大理石洗手台面、镜子
等设施。同时注重人文关怀，更换了残疾人室
设施设备。仁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还组织专
人对照“七无十净”标准，加强公厕管理，确保
各项设施完好、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啊龙路啊喇至大田段开工建设
本报讯（何维红 记者 王南桢）9月9

日，记者从仁和区交通运输局获悉，作为仁
和区打造的旅游环线重要组成部分的啊龙
路（啊喇至大田段）项目经过前期准备，于
日前正式开工建设。

据悉，啊龙路为仁和区2019年民生工
程，啊喇至大田段全长 8.211 公里，总投资
2555万元，工期5个月。9月4日，仁和区交
通运输局组织啊喇彝族乡政府、项目代建单
位、设计、监理、施工单位负责人就加快推进
工作召开现场会，具体落实了群众和施工单
位提出关于房屋征地拆迁需局部微调线形、
弃土场选址等问题，并要求代建单位加强项
目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按时间节点倒排工
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督促施工单位加
快施工进度，保证按期完成目标任务。 检查现场。

村民采摘芒果。 （李永忠 摄)

游花海。（特约通讯员 王东 摄）向日葵花海中的迤沙拉。（特约通讯员 王东 摄）

建设中的川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