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而有特色的民居
鳞次栉比，装点一新
的彩灯让村民们冬日

里的闲庭信步添了几分诗
意。临近过年，洁净亮丽、美
丽如画、文明和谐的成都市郫
都区战旗村游人如织。吸引
人们眼球的，不仅是这里的高
颜值，更多的是“五大振兴”铸
就的精神高地。

1月24日，成都市人大代
表、郫都区委书记杨东升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提到，“乡村振兴的大厦，
每一个村就是坚实的‘基石’和
‘砖瓦’，既要互相借鉴宝贵的
经验，也要根据资源和特色保
留个性，当好自己。”他表示，郫
都区将始终坚守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和
生态振兴为“灵魂”实施乡村振
兴，把郫都区打造成乡村振兴
的示范区。

关注2019成都两会

产业振兴
创品牌让萝卜卖出猪肉价
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

“最能激发老百姓积极性的，是经
济收入的增长。产业发展了，老百
姓才能看到希望。”杨东升说。

过去一年，战旗村成长为闻
名全国的美丽新村。与名气“齐
飞”的，还有战旗村的特色农产
品。杨东升提到，战旗村的圆根
萝卜在强化品牌建设和营销后，
不仅实现规模化连片种植2000
余亩、年产160余万斤，还搭乘蓉
欧班列端上了法国和荷兰的餐
桌，“在北京盒马鲜生超市，圆根
萝卜可以卖到9块9一斤，实现了
萝卜卖出猪肉价。”

“有机农业也不能就农业抓
农业，一定要结合农商文旅体融合
发展，拓展旅游、培训、农事体验和
餐饮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目
前，战旗村正在规划建设118平方
公里“绿色战旗·幸福安唐”乡村振
兴博览园，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五大振兴示范园。

以组织振兴带动人才振兴
留住返乡青年人才

在今年两会的小组讨论中，
杨东升发现，不少基层干部都高
频率地提到了“人才”二字。“基层
代表发言中都提到，青年人才很
有创业热情，很有干劲。”更重要

的是，在他们选择返乡创业的同
时，脚下的土地为他们匹配了广
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但需要有
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去引领带动
他们扎根乡村，找准事业成长的
起点。”杨东升提到，这才是让返
乡人才留得住、站得稳的关键。

在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后备军
的过程中，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主
心骨。“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杨东升看来，这句谚语中的“火
车头”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党组织在
其中起到的凝聚和号召作用。

文化振兴
白天是农民晚上来唱歌

“土专家”形成“土教材”
央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中有
这样一个镜头并评价，这就是乡
村振兴最美好的样子：战旗村的
年轻人，完美地在两个身份中来
回转换。白天他们是工人、农民，
到了晚上，又开心地唱着歌儿打
着鼓。

村民们不拘泥于单调的生活
方式，不固步自封在自我的天地
里，这与他们在每周都有学习的
机会分不开，“既有专业技能的传
授、家风家训的学习，也会把道德
和法制教育等知识融入进来。”杨
东升说。

授课人不局限于专家学者。
在郫都区，目前已经成长起来一
批本土的“金牌讲师”，他们有的

是村干部，有的是有一技之长的
村民，“我们培养了许多自己的

‘土专家’,形成了一批‘接地气’
的深受村民欢迎的‘土教材’。”杨
东升说。

生态振兴
建垃圾分类示范社区
自来水将接通每户人家
乡村振兴，生态建设同样重

要。杨东升谈到，如何把河长制落
到实处，如何把空气、水和环境治
理好，这些都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去年以来，郫都区安德街道
安宁村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社
区建设，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无
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一组数
据从侧面见证了村子里的环境变
化：2018年安宁村181户 300余
人，累计清运3吨生活垃圾。在垃
圾分类处理过程中，村民只需把
垃圾打包分类投放，就有专人负
责清运。

长期以来，郫都区大部分农
村居民饮用的是浅层地下水，如
今，在郫都区农村也能像城里一
样，喝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了。
为确保村民饮用的水源干净健
康，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郫都
区于2017年6月启动实施全域供
水工程。杨东升透露，2018年已
解决了六万多人的饮水问题，
2019年将全面实现供水工程，“供
水工程要接到每个村，还要接到
每户人家。”

成都市人大代表、郫都区委书记杨东升：

“五大振兴”铸魂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封面会客厅

成都市人大代表、郫都区委书
记杨东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摄影 关天舜

1月25日，成都联通联合成华区
政府在东方明珠花园宣布，全国

首个5G无线家庭宽带示范小区正式推
出。未来，双方还将共建基于5G的一
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打造5G智慧社区。

市民通过5G网络现场体验VR看成都。

5G无线家庭宽带
不用再拉光纤入户

据成都联通副总经理苏杭介绍，
现在东方明珠花园的住户在家就可
通过WiFi实现5G上网。他强调，
未来无需再进行繁琐的线路接入，
老百姓就可以享用5G无线家庭宽
带，宽带速率远高于当前家庭有线宽
带的速率。此外，联通还可提供定制
化、个性化完整5G智能家居解决方
案。成华区副区长邓旭在现场表示，
中国联通率先在成华区进行5G创新
应用试点，有效推动了成华智慧社区
建设。

当天不少小区住户也来体验联
通的智能安防和智能家居系统。记
者在现场戴上VR眼镜，通过联通5G
网络体验站在339电视塔顶层俯瞰成
都美景，感觉身临其境。

峰值速率超400Mbps
接入设备增加不会降低网速

进入东方明珠花园小区，记者的
手机就搜到了联通5G信号，连上5G
的WiFi 网络，现场实测速率高达
400Mbps，可秒传几百兆的视频。
而5G网络最大的优势就是网速不会
因为接入设备的增加而降低。即使
多个用户同时在线看视频、玩游戏，
每个用户的体验仍很流畅。

该小区D座3单元7楼住户陈姣
家里，安装了5G信号接收装置，可接
收小区内5G基站信号，通过WiFi让
5G信号覆盖家里各个角落。陈姣
说：“用了5G最大的感受就是网络稳
定，速度快，追剧毫无卡顿。”她家还
用上了联通智能家居和智能安防设
备，通过手机就能远程遥控各种家
电，监控门窗异动。

扩大5G网络场景覆盖
成都智慧城市建设再提速

据悉，本次联通5G智能社区落地
成华区，是继成都联通去年12月联合
成都三医院开展远程智慧医疗项目
后，落地的又一解决民生诉求的重点
项目。未来，成都联通还将继续聚焦
5G行业应用并完成东站枢纽、理工
大、熊猫基地、龙湖商务区等区域的
5G网络覆盖，在智慧街区、智慧教育、
远程医疗、远程办公、智慧场馆、智慧
旅游等方面与成华区开展更多合作。

此外，1月23日，联通实施了全
球首例5G远程手术，日前还携手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吉林长春（一汽）
春晚分会场，实现了我国首次在零下
20摄氏度极寒环境下的5G网络4K
传输测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且菲徐海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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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5G无线家庭宽带示范小区落地成都成华区
洋盘！市民在家即可享400Mbps5G高速上网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总体看，2019年，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要实现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持续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
管控，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全面完成国家年度考核各项指标。

具体而言，在备受关注的环境空
气质量上，要确保全省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3.3%以上，力争
到85%。水环境质量要确保国控断
面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1.6%以上、力
争到90.8%。土壤环境管控方面，完
成农用地详查成果集成，开展农用地

类别划定等成果运用，完成重点行业
企业用地信息采集、布点和采样，开
展分析测试。

此外，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89项整改任务完成70%以上，省级
环保督察发现的8924个问题完成
98%以上，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移交信访件涉及的9070个各类环境
问题完成97.5%以上；全省自然保护
区专项督察发现的1252个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完成97%以上。

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
今年，成都平原和川南地区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共同被纳入全省环境
保护“一号工程”。在全省范围内，将
加快空气质量网格化微站建设，搭建

“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加大与气
象部门的联合研判频次，推动预警预
治更为精准。

在碧水保卫战上，沱岷涪流域污
染整治作为重中之重。其中，沱江流
域集中攻坚“德阳—成都控制单元”

总磷污染治理，建立流域上游地区矿
产逐步退出机制。岷江流域以成都、
眉山、宜宾为重点区域，以府河等9
条重污染小流域为重点流域，采取综
合措施，大幅度削减总磷、氨氮和化
学需氧量等污染物浓度。涪江流域
以琼江、凯江污染治理为重点，加大
生活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加强
其他流域良好水体保护力度，防止杜
绝水质类污染问题发生。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今年，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还将

继续，举措上，将开展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大普查，从严实施生态环境风险
防控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严禁在长江干流
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
布局重化工园区，严控中上游沿岸地
区新建石油化工、煤化工、涉磷、造纸
等项目。选择5个县（市、区）和部分
重点区域先行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勘
界定标试点。针对沿江固体废物非

法转移和倾倒现象，开展专项行动予
以打击，并加强尾矿、磷石膏渣等固
体废物综合整治利用。

发挥环评源头防控作用
今年，全省还将进一步严格环境

准入，例如，加强规划环评管理，推动
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和产
业布局开展规划环评，调整优化不符
合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的产业布局、规
模和结构，以规划环评优布局、调结
构、转方式，切实发挥好环评源头防
控作用。

这也是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的
举措之一。整体上看，将加快建立并
严守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三线一
单”，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推
进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同时，加
快构建全省“区域环评-规划环评-
项目环评”联动管理体系。加大力度
组织推进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月25日，记者从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会上获悉，2019年是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之年，这

一年，落实全省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
实施方案，推动生态环保督察发现问题
整改，推进生态环保机构改革和垂直管
理改革……毫无疑问，四川的环境保护
工作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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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四川环保“任务单”

力争全省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达85%

今年四川蓝天将会更多。刘陈平 摄

1月27日晚，成都初相遇剧场将演
出高能益智儿童剧《魔法狂想曲》；

1月27日下午，成都东郊记忆·荷
苗小剧场将演出亲子互动魔术秀《身临
奇境》；

1月27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国乐盛典2019新春音乐会》；

1月30日至31日晚，四川锦城艺
术宫将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2月14日至19日晚，四川歌舞大
剧院将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
山伯爵》；

3月1日至3日晚，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将演出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
狗的生活意见》；

3月2日上午，成都咔卡剧场将上
演安徒生童话经典音乐儿童剧《皇帝的
新装》；

3月8日至10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上演开心麻花音乐喜剧《求婚女王》。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25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19011 期 全 国 销 售
15039266元。开奖号码：9187535，一等
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21注，单
注奖金17450元；三等奖239注，单注奖金
1800元。11576357.47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19025 期 全 国 销 售
17207322元。开奖号码：162。直选全
国中奖3786（四川252）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8954（四川658）注，单
注奖金173元。8586946.55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25 期 全 国 销 售
12719216元。开奖号码：16259。一等
奖29注，单注奖金10万元。204736202.5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
月2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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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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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4时）
AQI指数 12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广元、西昌
轻度污染：泸州、眉山、广安、绵阳、遂宁、雅安
中度污染：南充、宜宾、自贡、资阳、内江、德阳
重度污染：达州、乐山、巴中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3—203
空气质量等级：中度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部分城市
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部分城
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6日空气质量预报

2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晴

晴

晴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阴转小雨

阴转多云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阴

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

小雨转阴

-5-15℃

-3-8℃

6-22℃

8-24℃

4-8℃

6-10℃

7-10℃

6-10℃

6-10℃

8-12℃

7-12℃

6-11℃

7-11℃

8-12℃

8-11℃

8-11℃

7-10℃

8-12℃

5-10℃

8-11℃

晴

晴

晴

晴

晴转阴

晴转小雨

阴

多云转小雨

小雨转多云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

阴

小雨

阴转小雨

-7-15℃

-3-10℃

5-22℃

6-24℃

4-8℃

7-10℃

7-10℃

6-10℃

6-9℃

8-11℃

8-11℃

7-10℃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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