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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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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是巴中市平昌县燕江农业专
业合作社采摘大宗茶的时节。火辣辣
的阳光下，沈军夫妇操作着大宗茶收
割机，轰鸣声中，刀锋过处，鲜嫩的茶
叶尖应声落入口袋中，一陇陇排列得
整整齐齐的翠绿茶树，很快被“修剪”
成“大平头”。

2014年起，平昌县邱家镇嘶峰村
村民在镇、村干部的带动下，利用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盘活村里的撂荒地
和边坡地，整村推进茶叶种植，现有茶
园3000亩，其中投产茶园2600亩，年
产值达1000万元。以集体管理和个
体自管理双重管理模式，带动当地
177 户 692 人脱贫，812 户 2892 人增
收，小小茶叶，变成了脱贫致富的“金
叶子”。

成立农业合作社集中管
集体经济增收了

“平昌县燕江农业专业合作社由
312户1092名老百姓组成，有茶叶基
地 1167 亩。2018 年起，有 1000 余亩
茶叶投产，年亩产值达4500元。去年
净利润达到86万元，老百姓分红17.2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了8.6万元。”嘶
峰村支部书记习江武介绍，村民以茶
园入股，村集体进行集中管理、销售，
不管赚不赚钱，村民每年都可享受每
亩 300 元的保底分红，净利润的 10%
作为集体收入。当净利润较高时，还
会按照净利润的 20%进行二次分红，
剩余的用于生产。

燕江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不
仅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更有效解决
了 600 余名劳动力就地务工的需要，
带动全村老百姓稳定致富增收，年人
均增收 4000 余元。2020 年，平昌县

燕江农业专业合作社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村集体收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机器设备，投资村里的公益事业，改
造塘库堰、完善老年人服务等，给村
民们创造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习
江武说。

嘶峰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增加，
让大家尝到了甜头，从而进一步发
展壮大。嘶峰村先后利用东西部协
作项目资金，建立名优茶叶生产线
和大宗茶叶生产线 2 条，以出租形式
增加集体年收入 6 万余元；建立茶叶
鲜叶交易市场，吸引周边 10 余个茶
叶种植乡镇的鲜叶和干茶在此交易，
年零售额达 200 万元以上，村集体从
零售额中提取 2%的手续费作为集体
收入，一年收入有 4 万余元，加上出
租集体经济养猪场，“2020 年，我们
村集体经济收入 22 万元左右。”习
江武说。

鼓励以家庭为单位自管
茶农腰包鼓了

7月28日天刚亮，60岁的邱映秀
就在自家茶园里忙活开了，除草、修
枝、施肥……

“我家里种了3亩茶，今年管护得
好，收成非常不错。”邱映秀说，今年
春茶单芽采了 110 多斤，卖了 8000
多元；一芽一叶采了 600 斤，卖了 1.2
万元；一芽两叶采了 600 多斤，卖了
6000 多元。“看这个长势，估计秋茶
每亩能采250斤左右，按去年12元一
斤的价格计算，可卖 9000 元。这样
一来，我的茶园一年至少可收入 3.5
万元。”

在嘶峰村，和邱映秀一样自管种
茶的还有350多人，共1800余亩茶叶
基地，如今已有1600余亩投产。

“对于自管种茶的，村上统一进行
技术指导，亩产值在 4000 元左右，虽
然比集体合作社的亩产值低些，但个
人只需出肥料和农药钱，人均年收入
在6000元以上，比集体的要高些。”习
江武说：“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也
鼓励自种，这样可以实现老百姓收入
最大化，这也是我们发展产业的初
衷。”

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7年过
去，如今的嘶峰村茶香满山，宽阔整洁
的沥青路四通八达，家家户户住上了
小洋楼。一片叶子致富一方百姓，村
民们的好日子才开了一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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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11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广元、遂宁、南充、攀枝花、西昌、马尔
康、康定、广安、达州、巴中、宜宾、乐山
良：眉山、自贡、绵阳、内江、泸州、雅安、
资阳
良轻度污染：德阳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7月29日开奖结果

体彩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5—167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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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云转晴

阵雨转晴

阵雨

阵雨转大雨

晴转多云

晴

多云

多云转晴

阴转晴

阴转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转晴

阴转多云

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晴

晴

9-25℃

11-21℃

19-26℃

21-29℃

23-36℃

23-36℃

25-36℃

23-35℃

22-34℃

24-35℃

24-36℃

24-36℃

25-36℃

26-37℃

25-36℃

26-36℃

25-36℃

25-36℃

25-35℃

25-36℃

晴

晴

阵雨转晴

阵雨转多云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多云转晴

晴

晴

晴

晴

9-27℃

9-25℃

17-29℃

20-28℃

22-36℃

23-36℃

24-36℃

24-35℃

22-35℃

24-36℃

23-36℃

24-36℃

24-34℃

24-35℃

24-34℃

23-35℃

24-36℃

25-36℃

24-36℃

25-37℃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庆 王越
欣）7 月 28 日，来自全国 30 多所知名
高校、科研院所和著名科普科幻作家
董仁威捐赠的近500册读物、60套科
普器材，被送到了眉山市彭山区谢家
街道汉安村。

当天，这里开展了“敢于有梦 奋
斗万里”党组织结对共建签署仪式暨
公益科普宣讲、少儿读物捐赠活动。
汉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永宏
介绍，恢复高考以来，村里考上大学的
人数占村总人口的近2%。

汉安村党委副书记、四川省国资
委驻村选调生周彬蕊介绍，在当地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反复联系
科研机构，向全国知名高校青年教师
发出振兴汉安的倡议，得到了四川省
科学器材公司研发部党支部和 30 多
所知名高校教师的积极响应。“希望此
举能帮助汉安村少年儿童成长成才，
紧跟日新月异的科技知识，走出乡村、

走向世界，成为强国建设、城乡发展的
时代新人！”她说。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一次打破
区域界线、联合全国知名高校师资
力量的大合作，是一次深化持续合
作、联合科研院所共同推动乡村人
才振兴模式的新探索。当天，四川
省科学器材公司研发部党支部书记
耿东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
师王姝勋出席了活动，街道村组有
关负责同志、汉安村 40 余名少年儿
童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
研发部党支部与汉安村党委签署了
党组织结对共建协议书，双方将在党
建引领、党员教育、党组织活动开展
等多方面互联共建，形成“共建组
织、共抓队伍、共享资源、共谋发展”
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同时为内生激
发汉安村少年儿童爱学习、会学习、
善学习，该公司研发部党支部将积极

发挥帮教、引领作用，为汉安少年儿
童提供科技、文化等志愿者服务支
持，促进他们成长成才。

截至 7 月 28 日，汉安村党委已陆
续收到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 30 多所
高校、科研院所，四川省科学器材公司
研发部党支部，著名科普科幻作家、中
国科普作协名誉理事、四川科普作协
名誉理事长、华语星云奖联合创始人
董仁威共同捐赠的读物近 500 册、科
普器材60套。

捐赠活动后，四川省科学器材公
司有关人员现场进行科普宣讲，随后
通过开展“奇妙的化学——神奇小药
片”主题科普实验，让村里的孩子们自
己动手操作，亲身体验化学的神奇力
量，充分感受科学的无穷乐趣。参与
学生表示，实验很神奇，自己开拓了视
野，丰富了想象力，一定要学好科技，
提升本领。

平昌县邱家镇嘶峰村

集体个体双重管理
茶叶成了脱贫致富“金叶子”

爱心捐赠读物科普器材 助力彭山乡村教育

村民采摘茶叶。

排 列 3 第 21200 期 全 国 销 售
30030980元。开奖号码：409。直选全国
中奖6552（四川29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
选6全国中奖26612（四川907）注，单注奖金
173元。39563529.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200 期 全 国 销 售
14182052元。开奖号码：40971。一等奖
21注，单注奖金10万元。411468897.4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83期全国销售
22312180元。开奖号码：00100313033330，
一等奖全国中奖1923（四川85）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31849（四川1523）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83期全国销售
12321796元。开奖号码：00100313033330，
全国中奖103295（四川537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83期全国
销售472452元。开奖号码：101100113333，
全国中奖87（四川4）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83期全国销售
854058元。开奖号码：01220120，全国中
奖46（四川2）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2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