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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青花椒是泸县的地方
特产，极具保护和传承价值。
不仅是重要的调味品和香料，
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具有散
寒、除湿、理气、止痛、消毒、杀
菌之功效。2009 年以来，泸县
青花椒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已
进入泸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
市近 50 家超市。近日，泸县青
花椒申请创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打造成为泸州又一张
名片。

千年历史
青花椒乃泸县土产
据了解，泸县青花椒，芸

香科花椒属植物。不仅是重
要的调味品和香料，还有一定
的药用价值，具有散寒、除湿、
理气、止痛、消毒、杀菌之功
效。泸县青花椒栽培历史悠
久、质地优良，近年来，已逐步
发展成为泸县农业和农村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极具
地方特色。

泸县青花椒种植历史悠

久，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有
关史料记载，泸县土产中就有

“境内所饶者，惟麻焉、椒焉、桂
圆焉、花生焉、甘蔗焉”的描
述。《泸县志》记载：1985 年统

计，花椒、野花椒、竹叶椒等树
种广泛种植于山林中。泸县民
间也广泛流传“一椒、二麻、三
甘蔗”一说，花椒的种植历史可
见一斑。

传承保护
打造泸州一张名片
据泸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9 年以来，泸县青花椒发展
进入了快车道，市场需求不断
增大，已进入泸州、成都、重庆
等大中城市近 50 家超市，深受
消费者喜爱。同时，泸县青花
椒也作为具有地方特色土特产
品之一，广泛地为人们作为馈
赠亲戚、朋友的佳品。

泸县青花椒凭借优良品
质，悠久历史，独具保护性和传
承价值。目前，产品已有相当
生 产 规 模 ，发 展 前 景 非 常 广
阔。“泸县将制定地方标准，明
确了产品范围、栽培环境、栽植
技术、产品质量和检测等专业
技术规范。”对提高产业综合效
益，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
要意义，为泸县农业标准化的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打造泸
州又一张名片。

吴先军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杨建均

“泸县青花椒”申报国家地标保护产品

12 月 1 日，长宁县电子商
务产业园、大学生及返乡民工
创新创业孵化园、竹海土特产
及金丝楠精品展示园在温州商
城举行开园仪式。这标志着该
县产业转型升级又有了新动
作。活动现场，入园企业代表
发言，相关领导为长宁县首批
20 家创业示范基地颁奖授牌，
并为“三大产业园”开园剪彩。

创新创业园区
线上销售线下展示体验于一体

长宁县“三大产业园”投资
1000余万元，建筑面积6300平
方米，包括长宁县电商产业园、
大学生及返乡民工创新创业孵
化园、竹海土特产及金丝楠精
品展示园 3 个园区，能够容纳

300家以上电商企业、150个网
店经营户和大学生及返乡民工
创新创业等团队入驻，能够容
纳 500 人同时参加创业培训，
是一个集线上销售、线下展示
体验于一体的创新创业园区。

长宁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有
专门的办公区，包括大型培训
室、会议室，还有仓储物流配送
服务区、O2O体验区等，配套设
施完备、功能齐全。

大学生及返乡民工创新创
业孵化园是专门针对大学生、
返乡民工等城乡创业者开展创
业孵化的服务机构，包含政策
宣传、成果展览、产品展示、创
业服务、创客空间、创业梦工场
等区域。

竹海土特产O2O展示区汇

聚了县内所有独具特色的农特
产品，包含酒类食品、竹食品、
腌腊制品、竹根雕、竹编工艺品
等近10个类别100余个单品集
中展示，展区内特色食品百分
百来自农户，纯天然、纯绿色、
无污染、无激素。

“优胜劣汰”
保持入驻企业（个体）生命力

从提供场地，办公场所，到
创业资金的等方面，长宁县都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
企业入驻园区。根据“优胜劣
汰”的原则，对入驻企业（个体）
实行动态管理，以保持入驻企
业（个体）的生命力，达到提高
企业（个体）经济效益的目的。
目前，已经有包括淘宝、京东、

易田、邮乐购等 22 家企业，33
个土特产品种入驻园区。

“我们展出的洪谟梨膏大
受市县领导、嘉宾、企业家们的
好 评 ，我 们 创 业 的 信 心 更 足
了。”长宁县佛来曦园家庭农场
负责人马平说，她是一名创业
大学生，她的家庭农场荣获了
县上首批创业示范基地，入驻

“三大产业园”后效果很好。
长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吕

大伟说，这三大产业园放在一起
相互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既有线上的销售，又有线下的体
验和展示，同时还有服务、培训，
交流，共享，包括创新孵化整合，
更有利于有限的资源起到经济
发展助推器，放大器的作用。
宋成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张勇

长宁县“三大产业园”正式开园
包括长宁县电商产业园、大学生及返乡民工创新创业孵化园、竹海土特产及金丝楠精品展示园3个园区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多

翠屏法院
有效化解告官难

12月1日，宜宾市翠屏
区人民法院通报新行政诉
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实施以
来的行政审判工作情况。
近年来，该院充分发挥行
政审判职能，立足立案、庭
审、执行等环节，有力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
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法
妥善化解行政争议，促进官
民和谐。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
2015 年 10 月，宜宾市

人民政府制定了《宜宾市
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办法》，
细化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的义务和责任，对
市县（区）两级政府部门出
庭应诉具有积极的指导和
督促作用。宜宾市中级人
民法院大力推进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执
行，积极发送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通知书，并
通过召开案件协调会、组
织依法行政培训、邀请旁
听案件庭审等方式，提高
行政机关的应诉能力，避
免了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
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消极
应诉、“出庭不出声”等现
象发生，让行政首长直面

“官民”矛盾。
2016 年 4 月 7 日，翠屏

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刘某诉被告宜宾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机动车转移
登记行政诉讼案，被告派出
副职负责人出庭应诉。庭
审中，被告出庭负责人及工
作人员积极参与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与原告平等对
话。一年多来，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案件达到 18
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
应诉率达100%。

“白皮书”监督依法行政
从 2012 年开始，翠屏

区法院每年对审理行政案
件的基本情况、行政机关
败诉的主要原因等进行分
析研究，连续四年编制《行
政 司 法 审 查 情 况 年 度 报
告》暨行政审判“白皮书”，
送市、区具有行政执法权
的有关机关参阅，充分发
挥“白皮书”的宣传、警示
和引导作用，受到广泛好
评。此外，该院还针对案
件中反映出的共性和个案
问题，制作司法建议书送
市、区达行政机关，促使其
依法行使职权。

2015 年 5 月 1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翠屏
区 法 院 共 受 理 行 政 案 件
178 起 ，同 比 上 升 了
31.38% ，审 结 案 件 150
起。其中，判决行政机关
败诉案件 23 起。
彭屏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张勇

泸县成片的青花椒林

市民点赞太方便
买菜动动手指就搞定
“今天上午，我特地和老伴

赶来这里观看他们的平台亮
相，我还现场用邮乐购买了黑
猪肉和生态鸡蛋。”自贡市民汪
一琼说，体验了邮乐购，感觉生
活真的很方便。她通过邮乐购
自贡馆买了几包紫甘蓝，价格
比超市还便宜。

据了解，该平台目前已有
超20个商家上百种产品线上销
售，在全市已建成了1100个邮
乐购电商服务站。这个“本土
淘宝”平台，不仅方便了市民购
物，也为本土的优质土特产外

销打开了门路。
“今天一大早，就有好几个

客户下单了，我们非常看好这
个电子商务平台给企业带来的
渠道优势。”沿滩区一家专合社
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生产的
新鲜果蔬由平台的邮政物流进
行配送，只要下午 2 点前下单，
当天下午6点之前就能送到，能
够解决上班族买菜的难题，同
时也增加了专合社的销量。

助力精准扶贫
满足市民多种生活刚需
“市民不仅能在线上购物、

办理业务，还能在线下进行体

验。特别是农村邮乐购服务
站，每个站点集成邮政业务办
理、农资和生活消费品代购代
销、助农取款服务等多种惠农
功能，成为邮政精准扶贫的一
项有效措施。”自贡市邮政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平台整合邮政
业的资金、物流、信息服务为一
体，打通了供需双方的渠道，邮
乐购服务站不仅确保城乡居民
能够及时办理邮政业务，特别
是通过网上代购代销平台降低
农民生活成本及农资、农产品
流通成本。“这个平台解决了供
需双方的刚性需求，既解决农

民的产品滞销，又满足了市民
对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刚
需。”

据介绍，随着“互联网+”时
代的来临，自贡市的电商平台
发展也呈现蓬勃之势。截至10
月底，全市网络经营主体建档
户 770 户。预计今年全市电商
交易额将达到 500 亿，远超去
年的300亿元，仅在今年“双十
一”，自贡本地电商平台销售额
就 达 到 3.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一家冷吃系列电商平台在

“双十一”当天销售额就达到
400多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恪生

自贡“邮乐购”网上下单当天到家
“上午在线上下单买点蔬菜，下午就送到家了，真是方便，现在连买菜都不用出门了。”12

月1日，由自贡市委农工委、市商务局、市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自贡分公司承办的
邮乐购·自邮生活旗舰店正式开业，成为自贡人身边的“本土淘宝”平台。据了解，邮乐购·自
邮生活目前在全省邮政系统的电子商务平台中走在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