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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可看些啥？
动物园现已建成鸵鸟场、

野猪散场、孔雀场、水上拓展
训练场、梅花鹿场和爬行动物
馆、水簇馆、珍惜动物展销馆，
还有猛兽区，草食动物区。目
前，汇集了灰鹤、紫水鸡、牦
牛、狐狸、猪獾、景鸡、鹧鸪鸡、
鹦鹉、水貂、兔豚、海狸鼠等
100多个品种。

据介绍，动物园还将陆续
投入建设，将建成非洲大草
原，侏罗纪公园，飞鸟王国，儿
童游乐园，立志建成川东北片
区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以引进

斑马，长颈鹿，建成虎山，猴
山，婚庆文化中心，房车俱乐
部，健康养老中心，总投资将
达到3亿元。

动物园咋也扶贫？
外来的龙头企业，进驻花

房子村，联合 149 户农户，成
立了蓬安花好月圆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整村流转蓬安县利溪镇
花房子村土地3500余亩。合
作社里有49户贫困户，“花好
月圆”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新
希望、新平台。

通过采用“龙头企业+合

作社”的模式，合作社返租倒
包花好月圆龙头企业整理好
的土地，种植有机大米和油
菜。村民们则摇身一变成为
产业工人。干起了生态农业
种植，特种动物、珍禽生态养
殖，果蔬、花卉生态栽培等“技
术活”。初具规模的示范园，
也给村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
效益，土地租金约加上村民入
园务工收入就达200万。

游客来了玩什么？
这个动物园是一个半开

放式野生动物园，可供游客观
赏各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专

业合作社依靠 3500 亩土地，
以青绿饲料、粮食、农副产物
为饲料来源，不饲喂任何添加
剂、配合饲料、违禁药品，饲养
跑山鸡、野猪、土猪、羊、鸭、鹅、
野鸡等畜禽，为广大市民提供
绿色肉、蛋产品。栽植银杏、桂
花等果树和具有观赏价值的经
济林木、花卉。美化园区，力争
做到月月赏花、季季品果。动
物园里还有许多鱼塘，放养各
类淡水鱼、土龙虾等水生动物，
为休闲者提供垂钓、休闲。

刘学兰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苏定伟 摄影报道

车主可自编选号啦
南充启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
者 谢杰）9 月 18 日起，南
充正式启动全国统一机动
车号牌选号系统，随机选
号由原来的 20 选一增加
到30选一。据介绍，号段
号码提前公示。车主可根
据个人喜好自愿选择选号
方式。互联网和公安网分
别设立选号池和备用池，
选号池及备用池中，机动
车小型汽车号牌号码各不
低于5万。互联网提供随
机选号和自编自选两种选
号方式，公安网选号随机
选号由原来的 20 选一增
加到30选一。

同时，扩大可使用原
车号牌号码业务范围。旧
车转让或报废后，原车主
再行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
均可使用原号牌号码，也
可申请使用新的号牌号
码。原车主在一年内没有
申请使用的，该号牌将重
新进入选号池，向社会公
开发放；使用原号牌号码
的时限缩短，从 2017 年 6
月20日起，由原来使用机
动车号牌号码超过三年可
以保留原号牌的要求调整
为使用一年后即可申请保
留；同时，将保留原号时间
由原来的6个月增加到12
个月。

为方便群众，在所有
车管业务大厅，增设导办
服务，提供互联网自主选
号设施设备。目前，南充
共有 20 个车辆登记服务
点：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本
部（潆溪），三个车管分所

（华冠、百胜、传化），10个
车管服务站（明云、品信、
川东北汽车城、建国、德福
达、金鞍、天成、通源、天
俊、金盛），6 个县级车管
所（阆中、仪陇、蓬安、南
部、营山、西充），5个车管
分所。

确保3.91万残疾人
同步奔康

据统计，巴中目前有3.91
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未
来五年，巴中市残联将严格落
实《巴中市残疾人精准扶贫实
施办法》，按照“一超七有”标
准，锁定和监测残疾人脱贫动
态状况。继续推行“八权一
股”流转分红，贫困残疾人收
益比例按200%确定；全市每
年新建残疾人扶贫基地不少
于15个。协调对贫困残疾人
优先给予金融扶贫支持，原则
上按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
息。全市3.91万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如期全面脱贫。

“量服”覆盖率
不低于95%

为确保未来五年全市“量
服”指标全面完成，根据计划，
市残联将按照“量服5335”战
略（自2016年起，5年时间全
面提升“基础量服”；3年时间
全面普及“智慧量服”；3年时
间全面普及“机构量服”；5年
时间全面普及“开放量服”），
系统推进残疾人事务治理体
系现代化。精准度、直接评价
率均不低于 90%；残疾人满
意度不低于95%，残疾人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不
低于 10%；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目标人群覆盖面率均不低于
95%；残疾人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均达100%；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残疾人脱贫率、农村贫困残
疾人家庭存量危房改造率均
达100%；残疾人基本康复服
务覆盖率、残疾人辅具适配率
不低于 80%；残疾儿童青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比例不低于
95%，从而实现持证残疾人

“量服”覆盖率不低于 95%的
目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颖

空气质量好
巴中获奖350余万元

华西城市读本讯（赵
尉伶 记者 谢颖）近日，省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领导小组办公
室发布全省 1 一 8 月空气
质量通报，通报显示，1—
8月巴中空气优良天数率
92.5%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平均浓度 54.2 微
克/立 方 米 ，细 颗 粒 物

（PM2.5）平均浓度32.7微
克/立方米，分别较控制目
标 任 务 多 改 善 1.6、2.6、
2.9 个百分点。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情况排名全省第
6，获省政府目标任务激励
资金 333.33 万元，同比改
善激励资金 17.88 万元，
总得资金351.21万元。

“一张网供电后，不仅电
压稳服务好，而且电费也降
了很多。”9 月 12 日，达州宣
汉县下八镇天一村的村民余
兴成，说起从今年 7 月 1 日
开始实行的同网同价，感觉
很明显，“光电费一个月就
要节省 50 多元，一年要少交
五六百。”

与余兴成一起受益的还

有达州市用电客户 50.7 万
户，供电人口180.9万人。自
今年7月1日开始，国网达州
供电公司根据四川省电力公
司统一部署，严格落实本次
四川输配电价改革要求，在
推进“一张网”的基础上，稳
步实施“一同价”，对达州市
宣汉蒲城供电公司、达州市
新桥供电公司销售电价进行

全面同价调整，从而实现同
网同价同质同服务目标，使
这一惠民举措让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据达州供电公司营销部
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调整，
蒲城供电公司居民生活用电
每度电节省 0.1576 元，新桥
供电公司居民生活用电每度
电节省 0.0676 元，均统一执

行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每
千瓦时 0.5224 元，与国家电
网直供区域居民生活电价同
价。据预计，实施同网同价
后，两家供电公司供区内居民
用户、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等
所有客户全年可减少电费支
出达6438万元。

王鸿基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李兴罡

达州国网实现同网同价年省电费六千万

巴中定下目标
让29.5万残疾人过上幸福生活

9月17日至18日，巴中
市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代
表大会召开，大会明确了未
来五年工作努力的方向和
重点，将全力抓好残疾人公
共服务、精准脱贫、权益保
障、基础设施等核心工作，
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的目标，让全市 29.5 万
残疾人过上更加幸福而有
尊严的生活。

十一带孩子去哪儿玩？
川东北最大动物园国庆正式接客

流转土地3500亩，总投
资投资 3 亿元，川东北最大
动物园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
开门接客。动物园距离南
充半小时车程，从南充到蓬
安，高速公路利溪收费站出
站就到了。动物园位于南充
蓬安蓬安镇利溪镇花房子
村，是景区，也是一个动物养
殖基地，还是一个产业扶贫
村。以绿色、环保、生态、安
全为切入点，集生态养殖、有
机种植、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