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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休闲康养产业发展利州论坛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彦

谷）11月7日，由中国合作经济
学会、四川省休闲农业协会联
合主办的 2018 中国休闲康养
产业发展利州论坛在广元市利
州区月坝特色小镇隆重举行，
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
享休闲康养产业发展最新研究
成果，并对利州生态康养旅游
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本次论坛是 2018 四川美
丽田园欢乐游暨首届中国·利
州山珍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论
坛上，省委农工委二级巡视员、
省委政研室特约研究员、中国
美丽乡村研究中心（四川大学）
特约研究员董进智，成都理工
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教
授、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李
晓琴等专家学者，围绕休闲康
养产业发展主题，分别作了精
彩演讲，并就与会人员提出的
乡村振兴、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方面问题现场予以解答。

近年来，利州区将休闲康
养旅游产业作为脱贫奔康、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以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
市核心区为统揽，突出“女皇

故里、康养利州”主题形象品
牌，狠抓项目建设，推进多产
融合，强化基础配套，注重宣
传营销，在助推广元建设中国
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和利州建
设综合实力一流的现代化市
辖区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全
区现有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 3 个 、AAA 级 旅 游 景 区 3
个、AA 级旅游景区 2 个、省级
旅游度假区 2 个。先后谋划
实施川陕苏区红军文化园、天
曌山旅游区、月坝康养小院、
凤凰小镇、三堆三线记忆小镇

等生态康养旅游项目 94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400 亿 元 以 上 。
持续开展文化、旅游、体育、康
养等惠民年活动，近四年来共
举办“风情龙潭、世外田园”

“风荷唢呐 文化消夏”等各类
活动 100 余场次，利州康养旅
游知名度明显提升。推进农
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东
南西北四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积极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区，先后建成
月坝、曙光、小岩等现代农业
园区 10 个。2018 年，预计全

区旅游接待人数达到 1520 万
人 次 、总 收 入 达 到 93 亿 元 。
计划到 2020 年，全区生态康
养旅游总收入达 130 亿元以
上，康养旅游业对 GDP 和地
方财政的综合贡献率均达到
15%以上。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利州
实际，积极探索休闲康养产业发
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大做
强休闲康养产业，加快建设中国
生态康养旅游名市核心区。”广
元市利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区总工会主席郑娟在致辞中说。

11 月 8 日上午，达州市
2018 年度“119 消防宣传月”
启动仪式在人民广场举行。
达州市政府副市长王景弘、
市消防支队支队长苟凤林、
市消防支队政委高明月等出
席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
一起参观了现场的消防救援
和消防宣传展示。

“如果你们遇到出警执行
任务的消防车请让行，因为有
比你更急的人在等待他们；如
果你们发现各种消防安全隐
患或消防违法违规行为，请进
行必要的制止或报告给相关
部门……”王景弘在致辞时指
出，在维护消防安全的路上，
没有局外人，人人都是参与
者、践行者、受益者。他呼吁
大家积极参与到消防工作中
来，为平安达州建设献计出
力。

11 月 9 日是全国“消防
日”。今年的“119”消防宣传
活动是应急管理部成立、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组建
后的首次大型宣传活动，倍
受社会关注。达州市消防支
队今年继续将“119”消防日
宣传活动拓展为“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30日。

按照安排，整个宣传月活
动期间，达州将组织开展消防
救援队伍新形象大宣传、“119
时刻”消防宣传演练、行业系
统消防宣传大联动、“全民消
防我行动”成果展示、“百家微
媒体联动”宣传、“微视频”宣
传、媒体记者消防体验等众多
活动。

今年，达州市消防系统
打赢了通川塔沱市场“6·1”
火灾救援、“10·7”达川东环
南路地面塌陷搜救等硬仗，
完成了12处区域性火灾隐患
整治，重大火灾隐患整治也
取得实质进展，各行业领域
消防安全责任不断压实，全
民消防安全意识显著提升，
并涌现出一大批消防安全先
进单位及个人。

启动仪式现场，还颁发
了“达州市119消防奖”：授予
达州市中心医院等25个单位
为“先进集体”称号，授予达
州市中心医院保卫部干事孙
川等 25 人为“先进个人”称
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曾业

华西都市报讯（张敏 记者
刘彦谷）11月6日，初雪后红日
的朗照下，远处的山尖还都顶
着一髻儿白花。寒凉清冽的空
气中，汽车在广元市朝天区宣
河镇清泉村连绵的彩林中蜿蜒
盘旋而上，“川陕甘天麻大王”
付丕军的家就坐落在那云雾缭
绕的半山腰上。

说起“川陕甘天麻大王”这
个称号，曾在甘肃陕西一带从
事天麻栽培收购近 20 年的付
丕军用手挠了又挠头，颇为腼
腆。

“无论是种植规模、技术，还
是人品，付丕军都是顶呱呱。‘天
麻大王’，名副其实！”十里八乡
的乡亲们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2018 年，付丕军个人栽种
新培育的乌红天麻24亩，产量
达6万斤，产值超过70万元，如
此规模，在川陕甘一带都算少
有。而经过 5 年的发展，付丕
军已带动朝天区10个乡镇150
余户群众发展天麻近 500 亩，
年产值近千万，种植户户均年
增收达15000元以上。

在付丕军家的院坝里，清

泉村一组 63 岁的天麻种植户
黄长方，正忙着把自家今年采
收的天麻从口袋里倒出来分
装。付丕军一边指导进行挑
选，一边动员黄长方明年试种
他新培育的乌红天麻：“用云
南的乌天麻和本地的红天麻
杂交而成，整整花了我三年时
间，产量更高，价格也翻了番，

更受市场欢迎。”
“付丕军他一点儿也不藏

私，不但不断提供新培育的优质
种子，无偿进行技术指导，还包
回收包销售、价格跟市场上一
样。”作为付丕军的“铁杆粉丝”，
从付丕军2013年回乡栽培天麻
开始，黄长方就在付丕军的天麻
种植基地里务工，也是最先学到

第一手栽培技术的乡亲之一。
黄长方介绍，从最开始栽培几斤
种子到今年下种了30斤种子，
几年间，在付丕军的倾囊相授
下，他已经能独立培育种子了。
今年，他培育的200多斤红天麻
种子仅够明年栽种，初步估算，
他家明年仅天麻一项收入就将
超过5万元。

像黄长方这样靠跟随付丕
军一起发展天麻产业增收致富
的群众还有很多，竹坝村三组
50多岁的贫困户兄弟牟天成、
牟天军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015年，他们俩在付丕军手把
手的指导下开始试种天麻，从
开始的一分地到现在的一亩
地，兄弟俩今年天麻的收成均
已达到 2 万元以上，日子过得
一天比一天红火。

五年多来，付丕军为广大
群众捎去致富的“福音”、送上
先进的技术。仅2018年，他到
村开展集中技术培训就达 12
次之多，培训人次近千人；入户
进行技术指导跟踪服务超过百
次，电话解疑释惑次数更是多
到“无法计算”。

11月7日，2018中国休闲康养产业发展利州论坛在广元市利州区月坝特色小镇举行。高志农 摄

朝天“天麻大王”
带动10乡镇群众致富奔康

付丕军手把手教乡亲如何分拣鲜品天麻。张玉伟 摄

“119消防宣传月”
达州副市长王景弘呼吁市民
给出警的消防车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