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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9月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势
喜人，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

年在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
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在今年新冠肺炎
疫情、乌克兰危机、极端天气频发等
背景下，我国夏粮实现增产，秋粮克
服多重挑战，丰收有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
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
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
食安全观，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
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粮食安全之路。

（下转3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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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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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分至，攀枝花乡野一派丰收景象。
9 月 20 日，仁和区大田镇石榴产

区，装满石榴的红色农用车停放在机
耕道上，犹如一条条红色玉带镶嵌在
绿色中；忙碌的果农穿梭在硕果累累
的石榴树林里忙着采摘。

村里“网红”李小龙、包冬梅夫妇
忙着给石榴录像，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他们已销售石榴160多万元。

在农产品交易市场，售卖石榴的
片那立村果农王智林一脸喜悦。他
说，自家石榴已卖了 18 万元，剩下一
小部分月底前就能卖光。

仁和区大田镇种植石榴已有 31
年历史，全镇石榴种植面积15000亩，
石榴种植户数2043户，占农业总户数
88.2%。2021 年大田镇石榴总产量
2.96万吨，均价3.5元/斤，总产值2.07
亿元。
（李雨萌 本报记者 宋俊康 摄）

石榴丰收

□本报记者 江潇
见习记者 杨鸿榆 文/图

9月20日，在仁和区大龙潭乡混撒
拉村和米易县草场镇龙华村，一排排银
灰色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在农房上闪
闪发光。

太阳能光伏板，既是当地村民的
“致富伞”，又是混撒拉村、龙华村打造
零碳村的一大“法宝”。

在“双碳”战略背景推动下，攀枝花
立足资源禀赋与基础优势，独辟蹊径，
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乡村振兴工作始
终，结合“项目攻坚突破年”相关要求，
确定混撒拉村、龙华村作为试点，在全
省率先“探路”零碳村庄建设。目前，两
个零碳村的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一幅
乡村振兴绿色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变 化
在混撒拉村“零碳村”核心区域，放

眼望去，不少村民家的屋顶已经安好了
太阳能光伏发电板。村民杨迎春就是
其中一户。他坐在装有光伏发电板的
大棚下，忙着装果发货。“大棚屋顶光伏
板刚安装完毕，未来可以放心且毫无压
力地使用，每月不但可以节省120元电
费，还可以把用不完的电卖钱。”杨迎春
竖起大拇指说。

这种喜悦，也能在龙华村村民黄承
银的脸上看见。他家的屋顶，光伏板摄
取着太阳的光芒，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可
持续发展的希望。

黄承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自己家
中安装光伏发电板 60 平方米，一年可

发电 21500 度，余电上网，年收益可达
8625.8元，6年时间即可回本。

在实现“零碳梦”的路上，生活、生
产、环境方面，到处都是肉眼可见的变
化，很多奇思妙想在这里先行先试。

在“零碳村”核心区域，水光公园、
光伏树、光伏餐吧、光伏长廊、光伏路
灯、光伏座椅、光伏垃圾桶……随着一
件件新型光伏产品亮相，给混撒拉村、
龙华村村民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生活上，两个村充分发挥阳光优
势，在全村大力推广分布式屋顶光伏、
智能光伏等一系列低碳绿电设施，利用
村民闲置屋顶、公用设施房顶进行安
装。在安装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房设计、

村庄风貌等元素，推进光伏建筑一体
化。仁和区对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板
的农户实行三年贴息贷款；米易县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农户屋顶光伏改造，农户
使用积蓄或贷款方式自筹资金，社会资
本提供贷款担保，并负责建设及后期运
维。通过上述措施，消除农户思想顾
虑，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光伏路灯、
光伏长廊等光伏小品，为村民增加照
明，增添绿色的休憩活动场所。

生产上，混撒拉芒果产业园内采用
现代农业种植技术，通过绿色防控监
测、灌溉智能化控制系统，实现病虫害
防治、减少农药用量，持续擦亮“攀西芒
果第一村”品牌，果树碳汇量每年约 1

万吨。龙华村利用物联网智能水肥药
及气动一体化系统，控制农业面源污
染，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农药减量控害、
秸秆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回收，实现
农业生产管理精细化、智能化、远程化。

环境上，结合美丽庭院创建，在民居
庭院内外栽花植绿，美化改善农房四周
环境，提升乡村整体风貌。整合污水处
理等民生项目，推广开展农村垃圾分类
等行动，持续优化提升两村宜居环境质
量。混撒拉村水光公园通过3个光伏微
动力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经生物降解
工艺，将附近村民的生活污水处理后排
放入公园的人工湿地中，再由水中的亲
水植物进行生物净化，（下转2版）

攀枝花两个零碳村项目建设已近尾声，农民晒着太阳把钱挣——

美丽乡村开启“碳”生活

混撒拉村光伏长廊。混撒拉村“零碳村”核心区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供图）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和《四川省党政领导干
部任职管理办法》等规定，为进一
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选好
选准，现将熊玉兰、王平同志拟任
职情况公示如下：

熊玉兰，女，彝族，1972年9月
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米易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
任县（区）党委副书记。

王平，男，汉族，1975 年 12 月
生，在职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市胜
利水利工程运行中心主任，拟调任
副县级领导职务。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
或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问题以及
违反廉洁自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
日内（9月23日至9月29日）通过信
函、电话和网络举报等方式向市纪委
监委信访室、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反映。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
报电话：0812-12388（市纪委监委），
0812-12380（市委组织部）。传真：
3350770（市委组织部）。举报网站：
http://12380.panzhihua.gov.cn。

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2022年9月23日

4版

今日导读
风起扬帆正当时 凝心聚力再出发
——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实施“九年一贯制”纪实

干部任前公示
〔2022〕9号

本报讯（记者 彭春梅）9月22日，
市政协召开十届十四次主席会议。市
政协主席李仁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王飚、赵琪、李绍
华、魏渠河、申剑、饶晓东，秘书长代
兴强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
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甘孜泸
定县6.8级地震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
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传达
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统一
战线工作的意见》、《中共四川省委 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安宁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规划（2022-2030
年）》精神；传达学习了攀枝花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全面攻坚动员大会、市
委常委会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协主席田
向利来攀调研指示精神、市委书记张
正红有关批示精神等，提出贯彻落实
要求。会议听取了阿署达花海项目有
关情况和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规划建
设工作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关
于“阿署达花海—东华山山地体育公园
—纽扣计划项目规划建设”专题协商的
报告》、《市政协2022年重点提案督办
情况报告》等。 （下转2版）

市政协召开十届十四次主席会议
李仁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程桂英）9 月 21
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黄正
富率队调研东区人大工作，看望部分
市区镇人大代表及人大机关干部。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
任刘忠杰、刘元海，副主任周治端、罗
军、谭兴忠、吕小平，秘书长陈建新参
加调研。

8月26日召开的市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将兰尖社
区原点广场确定为攀枝花“城市原点”的
决定。在原点广场，调研组一行听取了
城市原点建设推进情况介绍，并希望相
关单位落实好市人大常委会决定，进一
步打造好城市原点，提高攀枝花知名度、

影响力，增加市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在
兰尖社区代表联络站、阿署达村基层立
法联系点，调研组详细了解站点建设
管理使用情况，对进一步发挥站点作
用、提炼总结工作经验提出了建议。

在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后，黄正富
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
导下，东区各项工作扎实推进，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
成效显著，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明
显增强。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实
现262.12亿元，同比增长3.4%，1至8
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5%、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5.0%，经济社会总体
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下转2版）

本报讯（段萍萍 记者 陈愉）今
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
稳经济增长一揽子政策，统筹推进金
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
续为稳定经济大盘注入金融动力。

在普惠小微扩面增量上，我市金
融系统不断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
境，加快建立健全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依
托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多维度采集企
业信息，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
成本。截至 8 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
款余额72亿元，较年初净增10亿元，
同比增长21%。

在支农惠农质效双增方面，聚焦
“三农”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信贷支持
力度，截至8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186 亿元，较年初净增 31 亿元，同比
增长21%，增速居全省首位。

助企纾困方面，金融系统强化困
难主体帮扶，采用合理展期、续贷、调
整还款安排等方式，最大限度向实体
经济“输血”，累计办理贷款展期33笔、
金额9755万元，无还本续贷343笔、金
额6.9亿元，延期还本付息131笔，共
计1.5亿元。通过下调贷款利率、减免
办理费用帮助企业节约融资成本9740
万元，惠及超2万家市场主体。

金融“活水”稳经济促发展
截至8月末，全市普惠小微贷款较年初净

增10亿元，涉农贷款余额增速居全省首位

坚持依法履职尽责 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黄正富率队调研东区人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