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香源”核心示范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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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现有泸州市谨信消防安装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
本和副本），证书编码：D251524021，不
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内江东兴区：
将绿色环保提升为世代工程

遗失声明
杜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

册号：510521600078573），泸县海氏
娱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5213270212683）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6 月以来，国企并
购重组节奏显著加快，
相关投资机会值得期
待。对于普通投资者
而言，不妨优选相关主
题基金进行布局。以
建信改革红利为例，该
基金聚焦于深化改革
带来的制度红利释放，
以及转型升级带来的
新型主导产业增长，以
不低于 80%的股票仓
位积极挖掘相关投资
机会。

建信改革红利成
立于 2014 年 5 月，投
资中注重实用与创新，
为投资者赚取了可观
的回报。截至 7 月 13

日，建信改革红利近 3
年收益率达 101.39%，
超额收益显著。

（投资有风险，入
市须谨慎）

华西城市读本讯
（实习记者 马梦飞）7
月 20 日上午，内江市
东兴区举行了“建设绿
水青山 打造生态东兴”
专场新闻发布会，会议
上通报了东兴区在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方面的工作情况。

据悉，2015 年 11
月上旬，环保部西南督
查中心对东兴区环境
保护工作开展了综合
督查，从 10 个突出环
保问题整改提出了具
体要求。据内江东兴
区环保局局长冯成金
介绍，在内江市东兴区
委、区政府坚强领导
下，目前取得了“3个问
题得到彻底根除；3 个
问题整改效果得到保
证；4 个问题监管取得
实效”较好成绩。对问
题公司进行关闭，相关
设备拆除处理，相关负
责人实施行政拘留罚
款等处罚，对相关单
位、乡镇责任人进行追
责。对部分企业公司
的环保设备进行了完
善，排放物均达到相关
标准。

其中对于西南地
区最大的废旧资源回
收加工集散区域——
内江东兴区椑南镇牛
棚子片区更是加大力
度进行整治，目前加工
户总量由 227 户下降
到153户，普遍采取了
防污措施，堆码整齐，6
月 以 来 ，累 计 投 入
1860 人次开展整治工
作 ，目 前 已 规 范 160
户 ，运 走 废 旧 垃 圾
4280 吨。另外已征地

591 亩，正加快中再生
二期市场建设，届时将
有效解决区域环境污
染问题。

2017 年 2 月 8—
22日，省环保督察反馈
东兴区涉及“牛棚子”
废品回收加工区域、西
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城市扬尘污染、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等突
出环境问题 29 个。冯
成金表示，10 项区域
内突出环保问题整改
已完成 5 项，这其中包
括黑臭水体整治、空气
污染、粉尘直排、畜禽
养殖污染等问题；16个
行业机制点位问题整
改完成4项，包括餐饮
油烟污染、乡镇生活垃
圾堆场环境问题和秸
秆垃圾焚烧等问题整
改；3 项跨区域突出环
保问题整改完成 2 项，
包括建筑扬尘、修建隔
离设施等问题。

“ 现 在 街 道 干 净
了、河沟里的水更清
了，我们也要更注意环
境卫生的保护。”牛棚
子片区村民王女士向
记者表示，以前街道上
都有很多垃圾，大家都
习惯了，所以也没怎么
注意过要保护环境。
经过一系列的整改措
施，环保意识已经更加
深入各乡镇村民的心
里，“接下来除了上述
的工作继续稳步推进
以外，我们还要将绿色
理念进一步深入，要将
绿色生态系统建设与
保护提升为战略工程、
民生工程、世代工程。”
冯成金介绍道。

建信改革红利近3年收益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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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秉持带来主义
打造宜宾“戎橙”品牌
记宜宾市翠屏区牟坪镇龙兴村第一书记吴秀华

吴秀华（左）与乾力农业公司董事长商量“橙香源”景观打造。

“这个草要及时铲掉，不然会影
响橙树的生长。”当记者见到宜宾市
翠屏区牟坪镇龙兴村第一书记吴秀
华时，他正冒着烈日、头戴草帽、扎着
裤腿，在龙兴村“橙香源”基地里走来
走去，指导当地村民如何科学除草。

这个1000亩的柑橘基地是吴
秀华心中的“宝贝”，是他带领当地
村民脱贫的重要产业。“基地目前
有塔罗科血橙7000株，‘不知火’
12000株，春见8000株，爱媛38号
4000株，赖户见10000株，沃柑和
大分一号分别1000株……”，吴秀
华说起基地柑橘的栽种数量，已是
烂熟于心、如数家珍。

据了解，“橙香源”按照全省
柑橘产业发展规划，结合翠屏区
全国柑橘最适宜区的独特自然
气候条件，重点发展晚熟优质柑
橘品种，成功注册“戎橙”商标，
将宜长线打造为“晚熟柑橘核心
示范区”，全力打造“西南第一精
品果园”。

“橙香源”充分借助“院地合
作”契机，积极争取农业部、省农
科院等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技术
合作，邀请中省专家现场指导，
基地在园区规划、基础建设、果
苗优选、后期管理都严格按照专
家指导进行，实现了高起点定
位、高标准建设、高要求管理。

对于龙兴村的未来，吴秀华
充满了信心。“龙兴村柑橘品种
都是经过多方考察优选的。投
产后批发价保守估计都在 5 元
以 上 ，到 2020 年 ，每 亩 可 达
1500 斤，可实现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上；如进入丰产期，每亩
产量可以稳定在 5000 斤，可实
现 销 售 收 入 7000 万 元 以 上 。
龙兴村仅此一项人均纯收入可
超过5万元，‘戎橙’将成为全国
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西南
第一精品果园’的目标就一定能
实现。”

罗勇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伍
雪梅 摄影报道

龙兴村是传统农业村，一直有
种植柑橘的传统。2016年8月，翠
屏区农林畜牧局经过考察调研，发
现龙兴村的土壤、气候非常适合种
植柑橘，而且村民也有种植柑橘的
传统，具有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
势，便立刻派遣该区造林营林股股
长吴秀华兼任牟坪镇党委委员、村
第一书记，大力推进龙兴村产业发
展和基地建设。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吴
秀华“三个带来”便点燃了村里的
扶贫工作。

他首先带来思路。走村串户，
帮助村民树立产业发展意识，改变
陈旧思想。随即又带来企业。吴
秀华经多方练习，最终引进了高标
准柑橘发展龙头企业“四川省乾力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驻该
村。流转了 1000 亩土地，投入
600 余万元，栽下了 7 个品种 4 万
余株柑橘苗。企业来了，带来政策
更是关键。他协调打造观光旅游
路、治理龙君河、建设柑橘树滴灌
系统、打造观光景观、建设生态停
车场、拟建立电子商务展示中心、
翠屏区农林畜牧局整合 410 万元
农村发展资金等，短短一年多时
间，宜宾市环保局将基地作为确定
为“绿色生态农业示范区”；区扶贫
局建立区扶贫示范基地。目前，正
在和准备投入该村的资金近2000
万元，为龙兴村的跨越式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吴秀华提出了自
己的发展新思路。一系列的变化，
让村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发展
奔康的劲头被点燃了。“他是个干
实事的人，靠谱。”龙兴村三组村民
陈统全评价。

“吴书记非常实在，对我们
公司的帮助非常大。不仅是从
专业上提供技术指导，更在实际
工作中全力协调解决一些纠纷，
基地的建设发展才这么顺利。”
说起吴秀华，乾力农业公司董事
长陈方乾竖起了大拇指。公司
入驻初期，遇到村民不理解等各
种问题。期间，一直是吴秀华的
全力协调，帮助公司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

吴秀华为村民细数了公司
入驻带来的收益。他说，公司租
用土地，每亩780元/年，1000亩
收入年收入78万元。基地建立
后，需要大量劳动力，每天劳务
费70元。“有村民从去年开始就
在基地务工，已经拿到务工费上
万元。”

“由于龙兴村距宜宾主城区
仅 20 分 钟 车 程 ，交 通 十 分 便

利。发展柑橘后，发展乡村旅
游，带活一方经济。”吴秀华告诉
记者，目前，在基地的带动下，村
民纷纷开始管理自己原来已被
杂草覆盖的柑橘，实现了“打造
一片、带动一片、自建一片”的
目 的 ，全 村 柑 橘 面 积 已 达 到
3000 亩。2015 年，龙兴村精准
扶贫 24 户，到 2016 年就只剩下
了7户。

为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吴
秀华帮助村民积极申请林木果
权证，通过“一证换两权”，将村
民的经济林木果资源变成活的资
本，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
本、资本变资金。同时，村民以土
地和贷款资金入股成立的专业合
作社，形成了“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发展模式和“合作-共建-
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多方
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基地+农户”多方共赢持续发展

新人新思路
“三个带来”明确产业方向

注册“戎橙”品牌 全力打造西南第一精品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