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李
华刚 摄影报道）5月25日，第十
一届全国护肤日，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举行大型义诊活
动，在免费为前来市民咨询的
同时，也对如何“科学护肤 合理
防晒”进行了宣传。

据悉，“5.25 全国护肤日”
是由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
倡议并设立的节日，因“5.25”
其谐音为“我爱我”而得名，旨
在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普及活
动，让人们深刻理解皮肤健康
的重要性，普及科学健康护肤
的一些基本常识和方法。

“马上炎炎夏日就要来了，
如果是到户外等地方，防晒霜
之类的是一定要擦的。”西南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
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熊霞教

授说，紫外线很强的地方，皮肤
是很容易晒伤的，而如果长期
被阳光曝晒，也会引起皮肤的
癌前病变、容易衰老等。

记者看到，在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的义诊活动现场，
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除
了来咨询皮肤病的患者以外，
还有很多人在咨询防晒、美容等
问题。”熊霞教授说，她们皮肤科
每天前来咨询就医的都有500
人左右。“皮肤病有几千种，市民
要以预防为主，减少发病。”

熊霞说，常见的皮肤病主
要是痤疮，不良的饮食习惯、长
期熬夜等都可以引起，夏天常
见的是日光性皮炎。“防晒和保
湿是护肤最基本的要求，对任
何人来说都是需要的。”

据了解，西南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皮肤科成立于1950年，
承担川南地区及云贵川渝毗邻

地区的皮肤性病的防治及皮肤
美容工作。1995年被国家授予
硕士学位授权点，成为附属医
院第一批硕士授予点。2002
年被卫生厅列为四川省医学重
点建设学科，2010年成为四川
省继续教育学习基地。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
肤美容科目前有开放床位 60
张，该科围绕皮肤科常见病、疑
难病和少见病进行诊治，结合多
种亚专业方向进行临床、基础研
究与教学，成绩突出，效果显著，
现为“国家级皮肤医疗美容示范
基地”、“国家级湿疹皮炎研究基
地”、“痤疮研究中心协作单
位”，已与国内先进水平缩小差
距，并逐渐向国际水平接轨。

“5·25全国护肤日”男士同样关爱皮肤。

5·25全国护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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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产业扶贫方向有了，摆在镇党
委政府面前的又是新的问题，如何
破解贫困户思想上“不愿种”、技术
上“如何种”、销售上“如何卖”这三
大难题。

贫困村许多干部群众思想滞
后，不理解调整产业结构的好处，不
理解为什么要发展不知火，镇党委政
府从解放思想上下功夫，带领镇、村
干部到成都等地考查学习，解放了干
部群众的思想观念，打消了干部群众
思想上的顾虑，通过村、社党员干部
示范种植，打破了产业扶贫的瓶颈。

如今，雨台村种植面积超过1000亩，
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在种植，其中百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2户，去年仅销售
果子一项就达500多万元。

产业扶贫项目发展起来了，基
础设施建设还得跟上。当地镇党
委积极谋划，打捆项目资金，进一
步加强了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2016年，在雨台村建成通村（社）公
路 8.9 公里，便民水泥路 6.7 公里，
彻底解决了村民通行难的问题。
突出政策兜底，全镇完成扶贫对象
D 级危房改建 77 户，全力落实低

保、医疗等政策兜底措施。
发展村集体经济是贫困村摘

帽的关键之举，高楼镇结合现有资
源，在雨台村建成了“果蔬配送中
心 ”，在 三 岔 村 扩 建 了“ 寄 养 兔
场”。采取“专项扶贫资金入股+业
主（合作社）合作经营+贫困户保底
分红”的发展模式，村两委将取得
定额资金+不低于6%的利润分红，
再将集体收益的 80%平均量化给
全村贫困户，保证贫困户保底分
红，实现村集体资产增收和减贫目
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徐庆

5月17日-21日，2017年
“我爱足球”暨宜宾市第三届校
园足球市级联赛圆满落下帷
幕。翠屏区南广中心校盐坪校
区，翠屏区黄桷庄小学，宜宾市
六中，宜宾市八中分别夺得小
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中学女
子组，中学男子组冠军！

近年来，翠屏区积极探索
校园足球强区建设，多渠道配
优足球师资队伍，多方筹措完
善设备设施，多形式搭建交流
平台，多元评价激励良性发展。

多渠道配优师资队伍
一是深化校地合作，定向

培养足球师资。与辖区内宜宾
学院-体育学院建立合作关系，
定向培养足球师资。二是与师

范类高等院校联系，开展国培
计划之置换培训，为在职足球
教师提供专业学习平台。三是
依托市足协，获取高水平指
导。聘请市足协名教练驻校培
训，开展规范化训练。四是鼓
励特长师资转专业。发掘系统
内有足球特长的非体育教师，
鼓励、培养其转专业，补充足球
师资力量。五是引进、选调优
秀足球教师。根据学校足球教
育需要，区人社局与区教育局
共同研究制定引进、选调制度，
在全国范围引进、选调优秀足
球教师，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多方筹措完善设备设施
一是积极开展四大工程建

设，配套完成乡镇中心校足球

场地、设备设施建设。二是多
方筹措，完善村级学校足球教
育硬件建设，建成南广中心校盐
坪校区、李庄中心校长胜校区等
村级学校的足球场地。三是开
展校园足球示范校建设。建成
省级校园足球布点校16所、区
级校园足球布点校3所，极大地
推动了全区校园足球教育发展。

多形式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一 是 搭 建 平 台 ，促 进 交

流。开展“班级——校级——
区级”三级联赛，搭建区域校园
足球教育交流、展示平台，助推
全区校园足球教育均衡协调发
展。二是创新开展区级“五人
制”校园足球联赛，拓宽参与
面。结合城区学校场地有限，

创新开展“五人制”校园足球
赛，破解城区学校场地狭窄难
题。三是开展“我与校园足球”
征文赛，提高全区师生对校园足
球的认识，提升校园足球普及
率。四是举办“校园足球”经验
交流会。收集整理全区校园足
球管理、教育经验，提炼可复制
经验，全区推广。五是结合“特
色校园建设”推动足球文化建
设。指导各校举办校园艺术节，
将足球文化纳入其中进行展演。

多元评价激励良性发展
一是将校园足球作为学生

“121”体艺评价项目之一，要求
每一位学生结合自身情况知足
球、会足球、能足球。二是把足

球 纳 入 中 考 体 考 项 目 。 自
2016 年开始，足球为翠屏区中
考体考备选项之一。三是积极
开设校园足球课程，保证每周
一节足球课，区教育局领导结
合每周一校到校查看，督促落
实足球课程。四是专项督导，
督导室定期开展体艺教育专项
督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
学校综合考核。五是纳入教学
质量评价。将足球项作为学校
体艺教育考核评价必查部分，
分为基础目标、发展目标和高
级目标三个等级，参与学校教
学质量评比，直接与校长、学
校、教师绩效工资挂钩，保证校
园足球长足良性发展。
丁敏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伍雪梅

翠屏区多举措探索打造校园足球强区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主导产业穿针集体经济引线

资中县高楼镇巧绣“花式”致富图

华西城市读本讯（蒲志平
记者 徐庆）5月23日，国网内江
供电公司对所有在建基建工程
进行停工整顿学习，在施工单
位内江星原电力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开展“安全日”大讨论活
动，传达学习国家电网公司安
全生产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梳理排查全公司在基建安
全管理方面的不足，安排部署
基建现场反违章工作。

会议上还通报了今年以来
国网系统发生的四起基建分包
安全事故，并结合自身实际，对
当前在建的基建项目情况作了
深入分析和总结。内江星原电
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电
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监理站及分包商代表在讨
论发言中表示，要认真吸取近
期基建分包安全事故教训，对
目前的基建安全管理工作进行
反思、剖析和总结，对下一步做
好基建安全工作提出具体工作
思路和方法。

会议指出，公司当前电网
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施工安全
形势严峻。业主、施工、监理、
分包单位均要高度重视这次停
工整顿学习，全面落实国网公

司紧急会议精神。会议要求，
内江星原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基建工作的施工方，要
着力整顿不合格的分包队伍，
以“八严禁”为标准，严格把控
施工现场安全，确保人员到岗
到位，做到心中有数。

据了解，国网内江供电公
司目前在建的基建、迁改项目
共有12个，该公司正积极采取
措施，查找隐患并着力整改。
此次安全整顿学习结束后，公
司将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覆
盖、边查边改”原则，组织开展
基建现场反违章专项行动，重
点排查管理违章、行为违章和
装置违章，采取有力措施弥补
管理短板，严防各类基建安全
事故。

内江供电公司开展
电网基建“安全日”主题活动

中央精准扶贫工作启动以来，内江资中县高楼镇依托特色产业
穿针，集体经济引线，探索出了“插花式”贫困地区产业长效脱贫机
制，实现了由传统农业贫困乡镇向特色产业乡镇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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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高楼镇，农业基础设
施薄弱，农村交通状况极差，农民
种植传统，还得靠天吃饭，当地许
多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

2014 年精准扶贫工作中识别
了雨台、古罗、三岔、共家、二丰等5
个省级贫困村，贫困人口 546 户
1534人。扶贫对象劳动力少、文化
程度低、病患残疾多，贫困村基础
条件差、村集体经济薄弱等特点是
困扰当地政府和群众脱贫致富的
一道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高楼镇政府
下苦功、用巧劲，依托特色优势产
业，用“绣花”精神探索出了“插花
式”贫困的新路子。早在2004年，
高楼镇就引进了杂柑“不知火”，经
过 10 多年的发展壮大，到 2016 年
底，全镇种植面积达1.8万亩，土地
净产值提高到15000元/亩以上，年
产值6000余万元，“不知火”逐步取
代了传统种植业，成为了镇主导农
产业，高楼镇的不知火与丹棱、浦江
并称四川三大不知火产业基地。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镇党
委充分利用“不知火”这一产业优
势，助推脱贫攻坚，在雨台等5个贫
困村按照“不拘一格、因地制宜、全
盘布局、连片发展”的工作思路，采
取“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
业发展模式，走现代农业专业化、
标准化道路，有效促进“不知火”产
业扶贫项目的连片打造和规模发
展。2015年至今，镇5个贫困村共
新发展了不知火 2200 余亩，其中
贫困户600余亩。

引进杂柑成特色 开展产业扶贫项目

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村集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