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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屏山县书楼镇一
带，江面宽阔，山青水绿，是游客
畅游向家坝库区的首选。但过
去一些人受经济利益驱动，在库
区内发展网箱养鱼，大量的鱼饲

料和粪便，排入江中，严重污染
了库区环境，成为当地人民群众
生活和生产用水安全隐患。

为此，屏山县委，县政府下
定决心，成立了专门的取缔网箱

养鱼工作领导小组，为净化、美化
水质，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
显著成效。截止目前，已依法拆
除全部非法水产养殖设施，共拆
除屏山库区非法网箱2899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屏山县取缔网箱养鱼获好评

雄伟壮观的向家
坝水电站蓄水后，将
昔日奔流湍急的金沙
江，变成了一片浩瀚
的湖面，绿水青山，高
峡平湖。

8月10日，当记者
来到位于金沙江向家
坝库区的屏山县书楼
镇采访时，眼前的壮观
景象，令人惊叹。两岸
青山如黛，碧水倒映
蓝天，游艇湖面穿梭，
欢声笑语一片。正在
库区内泛舟观景的李
女士说，自从库区内
的网箱养鱼取缔后，
水质变好了，生活也
更舒适了。

屏山县撤除网箱
养鱼，还金沙江向家坝
库区优美风貌，取得了
显著成绩。当地市民
有口皆碑，广大游客一
致赞赏。

昔日网箱一片，如今
一马平川。在取缔了金沙
江库区的网箱养鱼后，清
澈明亮、青山绿水的金沙
江库区，正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为了防止网箱
养鱼“死灰复燃”，目前，屏
山县专门设立了24小时举
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屏山县渔政部门有关
人员介绍，由于金沙江是
过去一些珍稀鱼类，如中
华鲟、达氏鲟等生息和繁
衍的基地，为此，国家专
门成立了长江上游珍稀
鱼类保护基地，网箱养鱼
的取缔，也为珍稀鱼类的
繁殖，创造了良好的自然
生态条件。

家住书楼镇的市民黄
女 士 说 ，网 箱 养 鱼 取 缔
后，看见水质变好，环境
一天天改善，心情和生活
都更加舒适。而金沙江
库区旅游产业的不断发
展，必将成为多彩屏山又
一新亮点。

严肃 朱玲 华西城市
读 本 记 者 田 富 友 伍 雪
梅 实习生 李静 黄莹莹
（图片由屏山县委宣传部
提供）

据屏山县政府有关人员介
绍，拆除网箱养鱼过程中，由分
管副县长担任组长，环保、水
务、渔政等部门及乡镇党委政
府联合行动，共有13个部门参
与拆除工作。

在拆除工作开展的同时，
该县党委政府积极引导网箱养
鱼户“弃水上岸”，由政府为他们
提供一定的转产创业资金，进
行技术引导，并及时做好思想
安抚、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

动员一些网箱养鱼户在岸上进
行旅游、餐饮、娱乐等经营。

曾经的网箱养鱼户王先生
如今在岸上开起了农家乐，收
入可观，尝到了开展旅游服务
的甜头。

取缔网箱养鱼 保护水域环境

多方协助配合 引导“弃水上岸”

治理不留隐患
坚决防止反弹

华西城市读本讯（华春燕
记者 马梦飞）为进一步提升营
销人员理论素养和实操能力，
打造学习型营销队伍，近日，内
江威远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狠抓技能鉴定培训，不断提升
营销队伍综合实力。

首先是定目标，签立“军令
状”。公司大力强化组织领导，
由主要领导抓布暑、分管领导
抓督促、部门负责人抓落实，紧
绷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

组织召开动员大会，积极教育和
引导全体营销人员认识技能鉴
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立下“军
令状”，啃下“硬骨头”，确保鉴定
通过率达到100%。

其次是定方案，树立“作战
图”。公司制定学习培训方案，
成立“技能鉴定突击队”，充分发
挥内训师作用，根据学员自身素
质差异，量身定制教学方案，精
心设计教学课程，通过“集中培
训”加“个性辅导”相结合，进一

步突出鉴定要素，明晰考试重
点，有针对性地提升培训实
效。

最后是定方法，确立“效果
图”。通过“两周一练，每月一
测”，检验培训效果，汇总难点疑
点问题，进行针对性讲解，同时
注重知识运用，将书本知识运用
到日常拜访服务、品牌培育中，
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
讨，以学促用，学用结合，不断提
高营销人员实战水平。

注销公告
泸县锐宏泰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21MA6224CF0X）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电话：
18982737599，地址：泸县福集镇西苑路东段12号。

泸县锐宏泰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5日

自今年 5月中旬以来，
蓝筹股行情持续发力，上证
50 指数连创新高。紧密跟
踪上证50指数的相关基金
也受到资金追捧。彭博数
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
8 月 3 日，华夏上证 50ETF
基金规模已经超过329亿，
是目前市场规模最大的A股
ETF产品，规模优势显著。

数据显示，华夏上证
50ETF 自上市运作以来业
绩表现突出，2016年华夏上
证 50ETF 的 跟 踪 误 差 为
0.55%，是境内跟踪管理水
平最好的股票ETF之一，通
过精细化管理，自成立以来
华夏上证50ETF相比基准
指数取得了年化约2%的超
额 收 益 。 基 于 华 夏 上 证
50ETF 的规模优势和良好
的管理运作水平，2015年2
月9日上交所推出了挂钩华

夏上证 50ETF 的期权，目前是
境内唯一的股票期权品种，同时
华夏上证50ETF也纳入到融资
融券标的，上证50指数还上市了
股指期货合约，围绕上证50指数
构建的衍生产品体系非常完
善。借助华夏上证50ETF和相
关衍生品，投资者可以设计更加
灵活的投资策略，在分享上证50
指数增值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利
用衍生品控制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市场持续震荡，结合主
动投资与被动投资优势的
Smart Beta 策略逐渐受到
关注。一直积极布局量化投
资的银华基金，在8月14日
同时发行 3 只 Smart Beta
策略产品：银华新能源新材
料股票发起式基金、银华智
能汽车股票发起式基金和银

华信息科技股票发起式基金。
这3只基金将60%—70%的仓

位用于进行被动投资股票，从相应
界定的投资范围内抽样选出
50-100只股票，跟踪复制业绩比
较基准；在此基础上通过主动调整
选股或权重的方式以期获得超额
收益。

（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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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军令状”啃下“硬骨头”
威远烟草专卖局全力备战营销技能鉴定考试

业绩优异流动性充足
上证50ETF配置价值凸显

华西城市读本讯（罗勇 陈
俊 记者 伍雪梅）“平时不仅要
努力工作，还要抽时间学习，不
断增加政策知识积累，要不然
考试很难过关。”近日，筠连县
一名刚参加完全县科局级干部
考试的乡镇党委书记说，现在
乡镇工作虽然任务很繁重，但
学习还不能放松。

当日上午，一场没有事先
提前通知的考试在筠连县县委
办二楼进行，“考生”是该县18
个乡镇的党委书记，“考官”是县
委的主要领导和县委、县政府督
查室相关负责同志。“昨晚接到的
通知是开会，没想到是考试。”提
前到达“考场”的一名乡镇党委书

记感觉有些紧张和意外。
上午八点半，考试正式开

始，考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答
题时间为两个小时。“考试内容
很丰富，试题内容都是基层干部
在工作中需要了解的政策知
识。”筠连县县委、县政府督查室
相关负责同志告诉笔者，此次考
试的试题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重
要会议精神以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重点，内容涵盖
了基层党建、环保、安
全、信访维稳、脱贫攻坚
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方
面。试题分为单选、多
选、判断、简答四个部

分。考试的结果作为干部年
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考促学，学以致用。据
悉，筠连县近期还将对全县18
名乡镇长和县级部门“一把
手”等科局级干部进行类似的
考试，目的在于进一步激发和
调动全县干部政策理论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效提高
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和廉
洁从政意识。

以考促学 筠连县突袭“考量”科局级干部政策理论水平

银华三只Smart
Beta系列量化基金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