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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南充市仪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朱德
故居管理局、仪陇县旅游局，
制定实施“红色旅游标准”，
助力红色旅游发展。截至目
前，已经制定实施了“红色文
化展演标准”“景区农家乐餐
饮标准”。

朱德故里景区有30余家
农家乐。2018 年 9 月，仪陇
县出台了景区餐饮服务标
准。仪陇县市监局联合朱德
故居管理局、县旅游局、县卫
计局等相关部门，在景区大
力开展“厨房革命”，评选推
出景区农家乐样板，并制定
实施《朱德简餐》《客家水席》

《景区内餐饮菜单编制指南》
等红色餐饮菜单标准。所有
菜单必须按照《餐饮计量规
范》标注净含量，方便消费者
按需点餐，所有菜品都按标
准制作。

朱德故里景区农家乐每
桌上什么菜品、上多少菜、分
量多少，都有标准。厨师做
菜心里有底，游客点菜一目
了然。景区餐饮服务标准推
出后，规范了朱德故里景区
农家乐的生意。

为全力推动红色文化、
客家文化和三乡文化（书法、
剪纸、篆刻）融合发展，仪陇
县旅游局、市监局、朱德故居
管理局联合制定实施了《朱

德故里红色特色文化表演管

理要求》《红色文化保护与传

承的要求》《红色文化节目策

划展演要求标准》，以“标准+

文化”的方式，助推文化旅游

发展。

在朱德故里景区丁氏庄

园内，每天都要上演《朱德的

扁担》等红色歌舞。演员王

小庆介绍：“自从红色文化展

演标准出台后，展演过程规
范了，节目质量提升了，游客
满意度增加了。”

仪陇县委常委、朱德故
居管理局局长邓成功介绍，
朱德故里景区自实施红色旅
游标准以来，景区的管理、服
务、形象与品质都有更大幅
度的提升。

陈良平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家风如雨，润物无声！
孩子只有在优良家风的熏陶
下，才能茁壮成长……”近
日，渠县教科局副局长何小
东 在 中 小 学“ 家 风 伴 我 成
长”主题演讲比赛开幕式上
说道。

家风不仅仅是一家一户
的事，更与党风政风、社风民
风息息相关。今年以来，渠
县积极开展“我的好家风”系
列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
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的氛围。

一场场演讲
播下善的种子

“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公
务员，小时候，我对他们的一
些做法很不理解，为什么他
们对爷爷奶奶百依百顺，对
我是严格要求；对待困难群
众是倾囊相助，也舍不得给
我一点零花钱……现在我才
明白，那是孝敬、节俭。”渠县
三中九年级一班学生王林在

“家风伴我成长”主题演讲比

赛中演讲道。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

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
个家人的心灵。我们充分
发挥家风家规的浸润作用，
让孩子和家长参与其中，通
过弘扬优良家风，让廉洁正
能量带动每个家庭廉洁家
风的形成。”渠县纪委派驻
教科局纪检组组长韩小峰
介绍道，此次演讲比赛覆盖
全县所有中小学校，分为校
内初赛、片区复赛和全县决
赛 三 个 阶 段 ，共 开 展 112
场，20 余万师生和家长接受
家风熏陶。

一封封家书
寄予美好愿望

“亲爱的，在这个家里，
你是栋梁。在我的世界里，
你是我的全部。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你作为一名国
家公务人员，我希望你今后
要一如继住的洁身自好，抵
挡住各种诱惑……”这是渠
县市民杨倩写给在县国土
局工作丈夫的一封信，感人
至深。

渠县以“传承清廉家风、

守护幸福港湾”为主题，在全
县开展廉洁家书征集活动。
活动得到了全县党员干部及
其家属的积极响应，共征集
到廉洁家书 317 封，县纪委
已筛选出部分优秀家书，将
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
上进行刊发和推送。

“家书上的每一句话，
都让我感受到了妻子对我
的关心，对家庭幸福生活的
渴望，同时也给我再次敲响
了警钟。”渠县平安乡党委
书记付平恒说，在今后工作
中，将更加恪尽职守，严于
律已，老老实实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

一句句家训
传承勤廉精神

“志欲去恶、刚正不阿
——这是东汉时期四川省渠
县籍官员冯绲的家训家规；
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这是清朝雍正时期渠县
籍进土李漱芳的家训家规
……”渠县历史博物馆副馆
长肖仁杰前段时间整理了渠
县冯氏、李氏家规家训背后
的故事。

除了冯绲、李漱芳外，渠
县还搜集整理出红岩英烈
唐虚谷，抗日空中战斗英雄
郑少寓，共和国开国英雄之
一李长林，“宕渠四子”杨
牧、周啸天、李学明、贺享
雍，中国警队裸捐第一人张
经国等渠县籍知名人士家书
家规家训。

“家风家训如同一面镜
子，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
仅要搜集优秀传统家规家
训，还要在机关优秀勤廉干
部中寻找现代家规家训的闪
亮点，讲好家规家训背后的
故事，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自觉修身律己、崇德向善，
培育清廉家风，传递清风正
气。”渠县纪委书记、监委主
任杨子希介绍道。

今年以来，渠县纪委、县
妇联联合开展了“我最喜爱
的家训”征集活动，目前已
征集家规家训 500 余条，将
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编印成
口袋书，发放到全县党员干
部手中。

王爱华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曾业

南充命名首个
“应急救援知识普及基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汪仁洪）
12月13日，南充市委宣传部、南充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发文决
定，由南充应急科技研究院申报的

“应急救援知识普及基地”，命名为
“ 南 充 市 应 急 救 援 知 识 普 及 基
地”。这是南充第一个“应急救援
知识普及基地”。

日前，南充市委宣传部、市社
科联组织开展了南充市哲学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第一批）申报工
作。南充应急科技研究院申报“应
急救援知识普及基地”。该基地经
初审、专家评审、科普基地管理领
导小组审定，中共南充市委宣传
部、南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
决定命名为“南充市应急救援知识
普及基地”。

2015年11月，南充市民政局、
南充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相
继发文，同意成立南充应急科技研
究院。据悉，南充应急科技研究院
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应急科学
研究和应急救援产品研发的研究
机构。

南充应急救援知识普及基地
的建设，填补了南充市在应急领域
的一项空白。

农行四川南部支行
“惠农”升级

“今年农行‘惠农通’升级后，
不但给村里老百姓提供了更方便
的生活缴费服务，还为我们的小店
增添了不少人气呢。”南充市南部
县玉眉山村个体工商户鲜玉兰如
是说道。

今年以来，农行四川南部支行
顺应当前农村移动、便民支付发展
趋势，开展了“金穗惠农通”工程对
接“惠农e付”的农村金融服务升级
活动，通过与通讯、农资、“万村千
乡市场工程”等系统性客户合作，
在服务点上线应用社交生活平台，
通过加载农村公用事业等各类代
理项目，向农户提供各类生活费用
代扣代缴和信息查询等金融服务，
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截止9月末，该行互联网化升级惠
农通服务点549个、上线静态聚合
码156个，共代理水电费、通讯费、
交警罚款等生活类缴费10.6万笔。

据悉，该行近年来一直着力实
现普惠金融与惠农通工程良性互
促。围绕金穗惠农卡“广覆盖、普
惠制”的市场定位，重点通过“项
目+惠农卡”方式，提升覆盖率，拓
展惠农功能，努力实现惠农卡、代
理项目和助农取款的良性互促。
累计代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农村公用事业等涉农项目7个，发
放惠农卡 4.8 万张，累计归集和发
放资金达10.1亿元。

“现在好了，水电费、电话费、
交通罚款，在村里用农行卡就可以
缴了，既节约时间又节约车费！”村
民吴发明在农行工作人员指导他
缴纳30元电话费后高兴地说道。

为实现金穗“惠农卡”的有效使
用，该行把持卡人能够会用卡、用好
卡作为重点服务方向，通过组织客
户经理，以社员大会、村广播站、助
农取款点为载体，从村干部、再到普
通社员，手把手教他们怎样使用惠
农卡、怎样通过惠农卡完成生活缴
费，整村逐一推进，较好地提升了当
地农村移动便民支付发展水平。

唐银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汪仁洪

仪陇朱德故里景区
出台红色旅游标准

渠县：传承好家风培育好作风

封面新闻在朱德故里景区直播。

红色歌舞表演：《朱德的扁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