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川西林盘与竹编工艺
崇州竹艺村成“网红”打卡地

03

2018.11.14
星期三
报料热线
028-96111

编
辑

张
海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新都区龙桥镇：
打造“纪检干部讲堂”
提升纪检队伍履职能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今
年以来，成都市新都区龙桥镇纪委
着力打造“纪检干部讲堂”，让纪检
干部走上讲台分享经验做法，交流
工作感悟，在学、讲、干中锻造过硬
本领，提升纪检干部队伍履职能力。

记者了解到，在每期“纪检干部
讲堂”开讲之前，镇纪委领导都要对
授课干部讲课的选题和内容进行审
核把关，在把准政治方向的同时，针
对性学习近期纪检工作的热点、难
点内容。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学习
相关业务知识的途径，有效增加了
纪检干部执纪审查基本知识储备，
提升纪检执纪水平。

同时，坚持组织开展学习并确
保学习形式多样性。相关负责人介
绍，龙桥镇进一步完善干部学习制
度，创新学习形式，坚持每月举办一
期“纪检干部讲堂”，让每名纪检干
部轮流上台主讲，由以往“领导讲、
干部听”的模式变成“人人讲、大家
议、领导点”的形式，为纪检干部提
供一个交流、展示和提升自我的平
台，切实提高了学习效率。

此外，重视强化自主学习，确保
学习方式灵活性。通过将“纪检干
部讲堂”搬出机关、搬进支部的灵活
性学习方式，充分发挥主讲纪检干
部主观学习能动性，将干部学习由
原来的“要我学”，营造成现在“人人
要学习、人人愿学习”的良好氛围，
有效提高了纪检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和履职能力。

“有事找书记”抓点
剑阁县精准压实
“关键少数”责任
华西都市报讯（母雪龙 记者 陈

静）近日，广元市剑阁县纪委监委全
面推行“有事找书记”治理机制，抓
住“领头雁”，精准压实“关键少数”
责任。

全县57个乡镇党委书记、579个
村党支部书记自去年5月以来，喊响

“您有事请找我”承诺践诺活动，乡
镇、村、组、农户全面张贴“党风廉政
建设亲民卡”，公开公示乡镇党委、
纪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电话，畅通
履责渠道。

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为群众诉求
处置第一责任人，对重复访、越级访
等复杂问题牵头办理，对其它问题
督查督办，始终把群众关心、关注及
诉求的问题抓在手上、放在心上、落
在“实”上。

建立“有事找书记工作台账”，
强化跟踪管理。村级“有事找书记”
机制设“三级群众工作法”，明晰履
责路径。第一级为组长、党员、离退
休老干部、群众积极分子等，参与监
督管理事务，能够在基层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第二级为村民
委员会主任、村监委主任、村文书精
准开展好宣传教育和惠民政策审查
执行；第三级为村党支部书记充分
发挥“领头雁”效应，精准落细管理、
监督、执行职能，解决合理诉求。

对落实工作不力的，深化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今年以来，
已谈话提醒45人次，化解信访问题
385件，立案审查85件，信访量同期
下降56%。“有事找书记”治理机制，
切实改善了干群关系。

成华区打造
“守望新鸿”媒体矩阵

华西都市报讯（刘红梅 记者 牛
建平）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了解到，成都市成华区纪
委监委打造完成了“守望新鸿”媒体
矩阵。

8月10日，成华区“守望新鸿”社
区综合信息系统平台APP研发上线
后，已线上处理问题350个。

双桥子街道纪工委书记欧莎莎
说：双桥子街道1315位居民下载并
激活了APP，上报了505条自治事
项。通过APP收集民意，起到了坝
坝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纠正了
社区居民‘官大才能够解决问题’的
错误认识。”欧莎莎证实：通过APP
反映的9643条数据，街道纪工委已
线上处理问题350个。“8月‘守望新
鸿’智慧社区品牌在第九届C21论
坛上获得了《四川最具投资价值智
慧社区品牌》。”

今年来，以社区党风廉政建设
为切入点，成华区纪委监委整合“清
廉成华”网站、官微官博、QQ群等，
打造完成了包括“守望新鸿”在内的
媒体矩阵。目前，已累计向辖区群
众、社区工作者发布推送相关信息
500余条。

成华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
主任夏兴志介绍：“线下同时开展了
最美阳台、最美家庭、社区清廉大使
评选，社区百姓故事会等清廉社区
文化品牌活动。”区纪委监委今年组
织开展的“清廉歌曲”传唱、模拟法
庭等活动也是亮点。

线上线下融合，成都成华区群
众满意度、获得感、幸福感大幅度提
升。欧莎莎说，该社区建设已逐步
实现了廉洁监督全覆盖、廉洁文化
互融入、廉洁资源大整合、廉洁环境
共享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 见习
记者 钟晓璐）因擅自砍伐成乐高速路边
的21株行道树，高某某被检察机关以盗
伐林木罪提起公诉。11月13日，记者从
检察机关了解到，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同时，高某某还愿意补栽150株银杏树
恢复生态，并于近日补种完成。

2017年3月，高某某在未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且未征得林木所有人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砍伐位于眉山市彭山区
凤鸣镇金烛村6组成乐高速公路段的行
道树21株。经鉴定，该21株林木蓄积量
共计10.2立方米。2018年7月，彭山区检
察院以盗伐林木罪对高某某提起公诉。

在依法追究高某某刑事责任的同
时，为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彭山区

检察院民行部门依据相关规定，向区林
业局发出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要求督促其依法履职，与赔偿义务人高
某某就生态损害赔偿进行磋商。同时
还建议尽快设立补植复绿基地，用于盗
伐、滥伐林木、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
森林资源的赔偿义务人补植复绿，对造
成的生态损害进行赔偿。

收到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后，彭
山区林业局于10月在锦江乡和尚山国
有林地规划300亩荒地设立了“生态补
植复绿基地”，并结合城市整体规划将
城区新建道路纳入生态补植复绿范
围。经与高某某磋商，高某某愿意补栽
林木以修复被其盗伐行为破坏的生态
环境。

8日，在彭山区检察院民行科干警和
区林业局、森林公安分局相关人员监督
下，高某某在彭溪街道前程路现场补栽树
径8-10厘米、树长1.7-2.0米的银杏树
150株。

今年7月以来，眉山市彭山区检察院
多次会同区林业局协商建立复绿基地，
在城区新建道路和岷江东国有林地建立
了”生态补种复绿基地”，责令违法行为
人限期实施生态修复，补种本土树木。

据统计，今年以来，彭山区人民检
察院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20件，发出
诉前检察建议12件，涉及生态环境、资
源保护、国有资产等领域。补栽林木共
计1700余株，督促整改或关闭排污企业
5家。

自打去年，这处建筑在崇州道明镇
诞生，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村子——竹
艺村，突然火遍全国。无论周末还是小
长假，游客纷至沓来，带来人气的同时，
也带动村里经济发展，竹艺村成了名副
其实的“网红村”。

据介绍，作为成都乡村振兴典型示
范村，竹艺村是川西林盘与艺术的有机
结合体，也是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缩

影。下一步，成都还将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完善创新
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努力实现
形态、业态、生态“三态”融合和农商文
旅体“五维”联动，打造现代农业新名
片。

2017年3月，这座名叫“竹里”的
“∞”形建筑，在道明镇正式修建完成。
据竹艺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建筑是由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袁
烽设计，融合了川西林盘和当地传统竹
编工艺特色，很快成为成都近郊一处

“打卡”景点。
其实竹艺村并不是一个行政村，它

是崇州道明镇龙黄村9、11、13组所在区
域，占地面积达123亩，包括86户村民，
当然还有不少新入住到村里的“村民”。

据介绍，当地村民通过土地、房屋
入股或出租方式参与进来。在竹艺村
里很多有名的建筑，其实都是在老房子
基础上改造的。如三径书院，就是从老
农房改建成文化空间，供游客看书喝
茶。如今的村子，经过不断改造后，已
成为集竹编博物馆、餐饮、书院、住宿等
多元业态的旅游村。

竹艺村，已告别以往的粗放农业，
村民新增了房屋租金、务工、竹编产品、
住宿、餐饮等多元化收入，为村里经济
注入了新的生机。

据了解，竹艺村的发展，只是成都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缩影。成都正在
加快建设重点农业园区，打造农博、康
养、文旅等特色小镇，以绿道串产业、串
景区、串林盘，建设集绿色农业、休闲旅
游、新型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并
推动农商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重大项
目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见习记者 姚箬君

铁腕整治
多年“水源威胁”彻底根除

长久以来，双溪水库一直是自贡
城区、荣县城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其
水质状况直接影响近50万群众的饮水
安全。近日，来到荣县双溪水库，碧波
粼粼的库区旁，随处可见“饮用水源
严禁入内”“严禁游泳、垂钓、野炊、露
营”等标示、标牌。水库周边，曾盛极
一时的荣游山庄、双湖楼和竹雅斋3处
农家乐已不见踪影，原址变成了生态
绿地。

早些年，双溪水库曾是自贡旅游
胜地，荣游山庄等3家农家乐在库区内
相继发展，游客络绎不绝，但也由此给
饮用水源地造成威胁。

“最初摸底调查时，由于3家农家
乐生意都很好，对于搬迁，业主们不愿
离开的倾向比较强烈。”荣县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面对潜在污染源，荣县
坚持动真碰硬、铁腕整治。历经反复
多次协商谈判，今年2月，3家农家乐先
后签订拆除补偿协议；3月底，农家乐

房屋及附属设施全面完成拆除，并及
时进行了生态恢复。

同时，还加大了水源水质保护力
度：库区85只游览木船全部退出，船
码头被取缔；严禁在库区进行游泳、
野餐、露营、排放污水、洗衣洗物、偷
电毒鱼等9类污染水质行为，每天至
少10名以上巡查员在库区水岸线来
回巡查……经环保部门实时监测，一
级水源保护区内，水质常年保持在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及以上标准，
水质优良。

绿化造林
“生态屏障”长达20公里

11月10日一早，沿滩区水务局副
局长袁明亮就来到碾子滩水库，组织
十多名群众在坝下进行绿化工作，打
窝、栽种、覆土、浇水，一株株银杏、黄
桷、桂花在坝下的土地上扎根。“我们投
入50多万元，将把坝下15亩土地建设
成生态湿地。等到明年，水中睡莲、美
人蕉成片开放后，将美不胜收。”他说。

对碾子滩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整改来说，这片小小的生态湿地只是
其中之一。在沿滩区黄市镇双城村7
组，站在水库周边的坡上放眼望去，成
片的生态涵养林已见雏形，库区浅滩
上的农田也种上了水生植物，不时有
白鹭、野鸭在水面嬉戏。

如今，碾子滩水库一级保护区内
已搬迁民房94户，所搬迁的农户宅基
地已全部复垦，搬迁农户农田、土地
已全部流转。黄市镇副镇长明祥坤
说，“在拆迁一级保护区内农户的基
础上，搬迁规模肉兔养殖场1座，我们
又自加压力，增加搬迁二级保护区内

72户农户。”
“166座民房和养殖场全部拆除

完毕后，沿滩区又引进陆禾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对调整后一级保护区内土
地和搬迁农户承包地的非一级保护
区内耕地约1220亩实施流转，整体
打造碾子滩水库20公里长廊生态氧
吧。”明祥坤说，截至目前，已种植生
态涵养林820亩，预计11月底能全部
种植完毕。

60多岁的王晓平是水库边的“原
住民”，如今支持水库环保整治，选择
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对于未
来，他充满期待，“镇上集中修建了川
南民居，我们左邻右舍还是可以住在
一起，大家一起换个新的活法，过上城
镇人的生活，也是一种新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邓丹
摄影报道

自贡铁腕根治水源威胁
打造 公里“生态氧吧”

男子擅砍高速路行道树
被追究刑责并补种150株银杏

住在自贡荣县西街小学附近的李
自鑫，家距离双溪水库只有2公里，几
乎每周他都会带女儿去水库周边游
玩，“从最初的农家乐林立，到现在全
部销声匿迹，我们亲眼目睹水库整治
后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自贡市决心
打赢环保翻身仗，加强对县级及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问题整
治。投入1100多万元拆除双溪水库
一级保护区内3户农家乐并复耕绿化，
督促二级保护区内农家乐全面停业；
搬迁碾子滩水库一、二级保护区住户
166户，流转耕地1220亩种植生态涵
养林；镇溪河水源保护区拉起隔离围
网3000米，一级保护区内65户农户全
部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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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静谧竹林，眼中草庐星
布，颇有一番世外桃源的味道。
从上往下俯瞰，一个造型独特、颜
值超高的“∞”形建筑映入眼帘，
充满艺术气息。

竹艺村外形独特的建筑吸引了众多游客。

高某某（右一）在补栽银杏树。

碾子滩水库正在进行坝下绿化工作。

美丽的双溪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