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1日，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乐山馆
参观者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很多人
来。”现场工作人员张女士说，这几天
每天至少有20多批次，每批多的有30
多人，参观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说着
各地的方言，“国庆大假期间人更多”。

参观者步入乐山馆，首先引入眼
帘的是“前言”部分，概括介绍了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乐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就。最直观的数据是GDP——70
年来，乐山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1亿元
增加到1615.1亿元，增长了约1468
倍。现场的大屏幕上，还滚动播放着
70年来乐山发生的大事件。

“前言”之后，乐山馆以六大篇章
布局，以视频、图文、实物等多种形式，
对70年来的发展成就进行了生动呈
现。六大篇章分别是：旅游兴市——
奏响文旅融合新乐章、产业强市——
推动经济发展新跨越、不忘初心——
展现政治建设新气象、为民谋福——
开启社会事业新征程、绿色发展——
绘就生态文明新画卷、牢记使命——
彰显从严治党新担当。

乐山是旅游胜地，首个篇章以“旅
游兴市”为主题，介绍了乐山近年来对
标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着力推
进的文旅融合、扩容提质、景城一体、

全域旅游“四篇文章”。在旅游“四篇
文章”的引领下，2018年，全市接待国
内外游客57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900亿
元，同比增长16.1%，旅游经济总量居
全省第二位。

产业强市篇章，乐山双甘膦、草甘

膦产量跃居全球前列，多晶硅产量跃
居全国第三；不忘初心篇章，民主法治
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民谋福篇章，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劳有
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持续取得新进展；绿色发展篇章，多举
措让嘉州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空气更清新；牢记使命篇章，“护根
行动”全面整治基层干部“微腐败”“亚
健康”问题。

了解完乐山70年发展历程，参观
者往往会在馆内展出的文旅产品前驻
足。印有乐山大佛图案的精美摆件、以
乐山大佛脚部为灵感的“抱佛脚”抱枕、
印有金顶十方普贤像的手机壳、印有六
牙白象图案的钥匙扣……种类之多、用
途之广、涉及文化底蕴之深厚，让参观
者眼花缭乱之余，不时会心一笑。

“来的人都会挨着看，还问这些展
品卖不卖？听说不卖还挺失望的，我
们又给他们推介了购买方式。”张女士
说，除了文旅产品，文旅方面的展演同
样引人瞩目。据介绍，9月28日展览开
馆以来，乐山馆还安排了一系列颇具
乐山特色的文旅展演，“比如10月10
日，峨眉武术、小凉山彝族歌舞和大熊
猫舞蹈都演了很多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丁伟 李昕锋 摄影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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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拖了7年的公益林补助款
分到了87户群众手中
华西都市报讯（张艳 记者 曹笑 实

习生 刘柯辰）9月27日，泸州市古蔺县护
家镇红响村三组现场清退会上，87户群
众从纪委办案人员手中领取了公益林补
助资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想到，已
经7年了，公益林补助的钱还能分到我们
手里，感谢纪委。”

事情源于古蔺县委2018年开展的第
三轮常规巡察。当年8月，县委第一巡察
组到护家镇红响村巡察，有群众反映，三
组组长田贤银涉嫌贪占该组集体公益林
资金。

巡察组调查发现，田贤银“一卡通”
账号流水，从2011年起，每年的账上都有
一笔大额资金进账，数额与该组805亩公
益林补助款正好一致。红响村三组2011
年到2018年的公益林补助款为什么都打
进了田贤银的私人账户？他用这笔钱干
了些什么？是否真的涉嫌贪占？巡察组
将该问题线索，移交到古蔺县纪委监委。

县纪委派人调查后，还原了事实真
相。

红响村三组87户群众共有公益林
805亩，2011年度至2017年度共计得到
补助金70840元；因田贤银是该组法定
代表人、组长，“开会商议”后决定，补助
资金均汇入田贤银个人“一卡通”账户，
由其代为保管。如果有需要公益性事业
支出的，召开群众会研究通过后，由田贤
银组织分配。

2011年至2017年，田贤银共计领到
2011年度至2016年度该组公益林补助
金58965.75元，其中支出维护公路的资
金和其他集体公益事业开支35360元，剩
余23605.75元继续留存在田贤银账户。

2017年2月，新上任的村支部书记
罗友智和村主任车发林，收到群众反映
这笔资金问题，于是找到田贤银要求其
将这笔资金转入村集体账户。田贤银将
卡上的23000元转入村集体账户后，余
下605.75元。2018年，田贤银“一卡通”
上再次收到2017年度的集体公益林补助
资金11873.75元，总数达12480元。对
于这笔资金，田贤银既没有向群众公示
公开，也没有向村“两委”汇报，直接用于
其个人的生活开支。

2019年8月，有关部门责令田贤银
辞职，红响村原党支部书记王作龙、原村
主任何国强、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罗友智、
现任村主任车发林因履职不力，受到批
评教育。

9月27日清退会上，87户群众按照农
户承包地份数分配完了35480元，一份
承包地当场兑现公益林补助146.87元。

蒲江鹤山街道打好“四合一”组合拳

进一步规范
党员干部宴席管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近期，蒲

江县鹤山街道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围绕清正廉洁做表率
目标，以规范党员干部宴席管理为抓手，
坚持做好问题检视整改，全力营造党风
清、政风顺、民风纯的社会环境，为蒲江
县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奠定良好基
础。

加强警示教育，预防在先。坚持开
展警示教育，预防党员干部滥办酒席之
风，对违规操办宴席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开展谈话提醒，咬耳扯袖。严格执
行党员干部宴席申请报告制度和谈话提
醒制度，要求机关、村（社区）党员干部在
操办宴席前10个工作日向街道纪工委提
出申请，并向街道党工委报告，批准同意
后签订承诺书。

强化教育引导，督促监管。街道纪
工委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违规操办宴
请等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同时公布投
诉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党员干部违规操
办宴席的反映和举报；对因落实要求不
到位、监管力度不够，致使分管范围内出
现违规操办宴席的，既要严肃追究主体
责任，又要追究监督责任和相应领导责
任。

建立长效机制，管长管常。为进一
步加强对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监督管
理，街道纪工委积极广泛征求意见，修订
完善机关内部管理制度，重新制定村（社
区）管理办法，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
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持续营造
良好的社会风气。

G5京昆高速
七盘关收费站开始拆除

华西都市报讯（李婧 川报观察记者
张庭铭）10月11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高速公路二支队二大队了解到，按
照国家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
要求，G5京昆高速公路广陕段七盘关省
界收费站已于10日开始动工拆除。施工
期间，施工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施工
结束后，原先七盘关收费站所在地全部
变成中子服务区。

据了解，施工时间从10月初开始，将
一直持续到12月31日；施工内容为拆除
七盘关省界收费站、沥青混凝土面层铣
刨及重新铺筑，以及中子服务区匝道及
绿化带改造。

对此，交管部门将对施工路段实施
道路管制：施工期间1471公里至1472公
里路段（进出川双向）适时占道交通管
制，宽度超过4米的大件运输车辆禁止通
行。中子收费站双向只出不进，往广元
方向的车从朝天收费站或者绕行国道，
往陕西方向车辆从黄坝驿宁强收费站上
站。

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在管
制路段通行务必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
牌以及其他交通诱导提示信息安全有序
行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疏导。

藏在深山的美味
曾有人出价100元一斤

“藤椒”在洪雅，已有2000多年的
种植历史。2006年9月，洪雅县被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花卉食品专业委员会认
定为“中国藤椒之乡”。2014年，“洪雅
藤椒”被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由藤椒萃取的调味油——藤椒油，被
誉为“调味精灵，巴蜀一绝”。

但20多年前，藤椒还是藏在深闺
人未识的果子。

“在整个四川乃至中国，只有洪雅
才有使用藤椒的传统。”已是洪雅藤椒
龙头企业幺麻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赵跃军，还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閟
制藤椒油的场景。

每年六七月份藤椒成熟季节，村
民都会背着背篼采摘藤椒。“藤椒不像
花椒，怎么处理都可以。鲜果采下来
必须抓紧时间加工完成，否则就会坏
掉。”

1998年，在洪雅开饭店的赵跃军，
遇到了成都同行。惊异于清香的麻
味，同行提出用50元买两斤藤椒油。

“当时我没同意，因为藤椒只在夏季
有，我怕卖了自己不够。”没想到，对方
以为出价低了，又掏出200元。“最终我
送了他两斤。”

从一瓶都卖不出
到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赵跃军开始思考，家乡独有的藤
椒美味，怎么能让更多人知道？

2002年开始，赵跃军首次批量生
产藤椒油。3万斤藤椒油，在洪雅周边
一售而空。

但扩大产能后，赵跃军却因为产
品卖不出去，差点卖厂。“到北上广推
销，一瓶都卖不出去，人家根本不了
解，直接就把我轰出去。”

以赵跃军为代表的洪雅藤椒人，
最终在各地厨师身上找到突破口，从
成都、重庆开始，把藤椒油逐步推了出
去。

“从成都一环到三环，一家一家餐
馆跑，教他们做藤椒味的菜系。”如今，
每年有约1000名各地厨师来到洪雅，
学习藤椒菜技艺。

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洪雅藤
椒生产企业走上西博会、农博会、林博
会等展会舞台。

眉山市泡菜节、成都大庙会、川货
全国行、国际美博会等各种展销会上，
也有了小小藤椒的一席之地。

2019年，洪雅县采摘鲜藤椒达
1.1万吨，生产藤椒油1.9万吨，产值
达5.3亿元。已创建“幺麻子”“麻香

嘴”“涛胖”等享誉国内外的藤椒食
品品牌。其中，幺麻子藤椒油被国
家农业部认证为“中国绿色食品”，
生产加工工艺被国家专利局授予发
明专利。

“如今，洪雅藤椒产品远销东南
亚、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洪雅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高速增长谋转型
藤椒还藏着“黄金的秘密”

高速增长的洪雅藤椒产业，正成
为洪雅人新的钱袋子。

根据《洪雅县乡村旅游发展规
划》，将依托现有幺麻子藤椒博物馆，
打造川味灵魂主题小镇，建设民俗博
物馆小镇和特色旅游商品购物基地。
还将创建藤椒现代农业观光园区、缔
造国际藤椒文化旅游产业园。

“到2023年，全县藤椒种植面积将
力争达到10万亩，总产7万吨，综合产
值力争达到25亿元。”该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洪雅将努力成为四
川省最大的藤椒原料生产基地。

而洪雅藤椒未来的市场，还不仅
限于厨房。

6年前，洪雅藤椒已经牵手日本川
田里研究所，研发护肤、康养等产品。
在洪雅藤椒中，已发现48种微量元素，
其中有的价值堪比黄金。

洪雅藤椒还受到各方资本青睐，
来自全国餐饮、科研、金融等领域的数
亿资本，开始投向洪雅藤椒。以幺麻
子为代表的洪雅藤椒企业，已经启动A
股上市前期工作。“未来，洪雅藤椒，一
定不仅仅是走上全世界的餐桌！”赵跃
军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王越欣

不同于花椒“糙汉子”般的
气质，藤椒从采摘到榨成油，只
能有10个小时的时间。用赵跃
军的话来说，对它要像呵护少
女一样。“当然，它的回报也是
巨大的，像初恋般的酥麻。”

56岁的赵跃军，头顶“中
国乡村旅游模范户”、“全国科
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等头衔，但
代言“洪雅藤椒”，他更愿意自
己的身份是“乡厨”。

17年前，作为厨师的赵跃
军，在成都同行的鼓励下，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将洪雅特产藤
椒油，卖向了眉山周边地区。

如今，这个在洪雅深藏
2000多年的藤椒，不仅畅销全
国，还远销世界20多个国家和
地区。

这到底是怎样一种酥麻？

洪雅藤椒。

2019西三角品牌大会 “一城一品”系列报道

“乡厨”赵跃军代言“洪雅藤椒”：

给它少女般呵护，还你初恋般酥麻

■“四川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特别报道

四川70年成就展乐山馆：

六大篇章说历程 文旅产品受欢迎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俊）近日，
成都市温江区天府街道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街道科室
负责人、社区书记等30余人走进郫都
区战旗村、大邑建川博物馆等地参观学
习。在战旗村，大家对该村党建工作、
乡村振兴、产权改革、产业发展等方面
进行深入了解；在建川博物馆，参访人

员认真聆听讲解员介绍，观看历史图片
资料、模型、影像资料及革命先驱模拟
塑像等，重温党的光辉历史。除了“走
出去”开展主题教育外，街道还组织开
展主题教育讲座，就党员干部的初心使
命、主题教育的核心目标，结合工作实
际现场研讨教学，进一步强化思想理论
武装，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据悉，“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天府街道紧紧围绕总
要求和目标，采取专题学习会、主题教
育参观活动等形式，不断增强学习吸
引力和感染力，着重在触动心灵、增强
认同、锤炼党性上下功夫，推动主题教
育深入开展。

温江天府街道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洪雅藤椒产品已远销20个
国家和地区。

工人正在加工藤椒油。

极具乐山特色的茶艺和彝族歌舞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