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过去家庭年收入6000元，到年收入近10万元，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青杠村二
组的钟长远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份靠勤劳“致富”的收入，足以超过自贡主城区
不少小白领的年收入。据了解，自大安区年出栏3500万羽肉鸡一体化项目实施以来，几
乎参与的贫困户都能在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实现脱贫。

截止目前，肉鸡产业已成为大安区产业精准脱贫的第一大产业，让参与雪山草鸡
代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从3100元以下增长到10000元以上，实现了收入
的逆袭。自项目建成以来，全区已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48户参与肉鸡代养，87户销售
肉鸡240.6万羽，平均代养收益2.71元/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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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新风

11 月 10 日，54 岁的钟
长远正在自家的养鸡大棚中
给鸡添加食料，密密麻麻的
8400 多 只 鸡 密 布 在 大 棚
中。这些肉鸡，将在3个月以
后，给他带来 2 万多元的收
入。“一年出栏3到4批，一年
半就可以收回成本，若不算
投资建大棚的成本，今年年
收入就可达近10万元。”

钟长远介绍，老婆有严
重贫血，不能劳作，他一个人

靠打零工每年收入仅 6000
元，条件非常艰苦。“去年6月
份，我开始养鸡，现在是第四
批了，之前的三批的销售收入
共计5.7万元。加上第四批，
刨去成本，再加上我给另外一
个养鸡大棚打工的工资，一年
能有近10万元收入，对我们
一家来说，已经非常可观了。”

这是典型的“公司+合
作社+农户”模式，为贫困户
提供技术和销路支持的自贡

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技术经
理曹锋介绍。

今年 1 月以来，该项目
已发展代养农户 173 户，其
中贫困户 146 户，示范户 10
户，一般养殖户 17 户。从
2016 年 4 月 20 日起开始养
殖户的进鸡苗工作，目前已完
成184户养殖户765.64万羽
肉鸡的进苗，已实现 561.41
万羽肉鸡的销售，市场前景和
养殖户的收益均良好。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为了更好的助力贫困群
众脱贫，内江资中县实行“三送
一落实”，将扶贫政策送到了贫
困户手中。

送法规。依托资中县人力
资源市场和各镇行政服务大
厅，免费为贫困群众发放了 2
万份“就业扶贫明白卡”、500
个公益性岗位背心和 9000 件
扶贫体恤。同时，编发了“威远
就业扶贫”信息 14 期，确保就
业扶贫政策及时、有效、准确的
落实。

送信息。开展“走基层、惠
民生、办实事”活动，先后到资
中县四合村、红丰村、马道村等
下乡入村活动19次，捐款捐物
5000 多元；筛选了 1872 个适

合贫困劳动力的岗位，送到连
界镇、镇西镇、龙会镇、黄荆沟
镇等贫困户的家门口。

送服务。开通“2959110”
贫困户就业服务热线，建立“就
业110”绿色通道，为每个有就
业愿望和劳动能力的建卡贫困
家庭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不少
于3个。目前,“就业110”推荐
贫困劳动力就业550人。

落实就业政策。开展种养
殖专班培训。创新设置“河长
制”巡逻和森林看护等公益性
岗位，对辖区内重点河流、森林
进行重点看护，按每人每月
400 元进行岗位补贴，确保每
个贫困家庭至少有 1 人就业。
1-10月，使用各项就业扶贫资
金95.41万元。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近年来内江资中县黑臭
水体对城市的影响越发加重，
所以资中县落实三举措整治城
市黑臭水体。

完善整治方案。将资中县
城区内及周边的永兴河、谷田
河、广义河、武陵河、石堰河整
合打包，纳入黑臭水体治理工
作，由内江沱江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 PPP 项目综合推进中
心统一推进，PPP 项目工程已
完成科研、立项及能评备案工
作。力争在2017年12月底完

成项目开工前期准备工作。
强化资金保障。采取SPV

（勘察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维
护一体）招商模式，筹集工程资
金约 2.5 亿元，征地拆迁费约
2.854亿元，用于对县城区内包
括广义河等五条河流的清淤、
绿地及湿地建设。

推进排查整治。对资中县
城内中顺街、武陵大道、苌弘大
道西街以南等地排水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建成污水排水管
网。截止目前，建城区内已建
设污水排水管网共21.05公里。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为了发展旅游资源，资中
县着力打造四类型的旅游村
落，目前均已初见规模。

农事体验型。建设资中万
福金泰葡萄园、响水滩休闲山
庄等休闲家园示范点，提升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发展
农事体验旅游、乡村节事旅
游、亲子旅游、养老旅游等新
兴旅游。

民俗文化型。恢复修缮及
重建资中罗泉古镇、甘露氏祠
堂等基础设施，挖掘民歌文化、
盐业文化等民俗文化，发展主
题文化摄影、特色民宿、民俗手
工艺购物等旅游项目，打造民
俗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

宗教文化型。改善重龙镇
香炉山村、宁国寺村等村落居
民的生活生产环境，以创意文
化项目为载体，发展宗教祈福、
主题文化餐饮、文化节会等旅
游活动，打造宗教文化特色浓
厚的旅游村落。

文化遗存型。挖掘红色文
化元素，推进以 564 平方米罗
泉会议会址和胡范渠书院为核
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修缮骆成骧状元、喻培伦将军、
杨禹昌烈士等红军故居和陵
园，发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影
视展播等节事活动，培育红色
旅游路线 5 条，打造红色文化
旅游品牌。1-10月，该县乡村
旅游总产值达到2.1亿元。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今年 1-10 月，内江威远
县 页 岩 气 产 业 入 库 增 值 税
8935 万元，同比增长 54.48%，
增收 3151 万元。如此喜人的
成绩得力于威远县实施的四大
举措。

加强学习，提高征收业务
熟练度。加强页岩气开采、管
输和劳务等相关税收政策的学
习，开展页岩气增值税税源调查
摸底，及时进行税源分析研判。

多方协作，注重部门协调
沟通度。建立多部门联动协作
机制，健全涉税信息情报交换
制度、核查制度，定期通报开采

情况，及时掌握本地页岩气开
发和利用情况。

落实管控，强化档案管理
精细度。明晰户籍管理，对井
口分布、储量、开采量、劳务等
情况建立健全档案，加强对页
岩气开发过程中相关税收的征
收管理。

优化服务，提升企业纳税
遵从度。针对中石油在威远县
从事勘探开采和钻井劳务，增
值税税收收入在威远县按规定
预缴的情况，及时跟进，通过宣
传税收政策，加强跟踪服务，及
时衔接协调,确保税收收入及
时足额入库。

城区已建污水排水管网21公里
资中县整治城市黑臭水体

挖掘红色文化打造民俗体验

资中县着力打造四类型旅游村落

威远县力促
页岩气税收同比增长54.48%

威远县将就业扶贫政策
送到贫困群众手中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昔兴琪）11 月 12 日，记者从
隆昌市文体广新局获悉，隆
昌市加强村级文化阵地建
设、加强各村的文化队伍建
设，把文化与科普活动有效
结合，发挥“服务中心”、“活
动中心”的作用，更好的推进
各村文化室阵地建设。

加强村级文化阵地建
设。将各村现有的图书阅览
室、文化娱乐室、健身场地、
村广播室充分利用起来，向
群众全天开放，有效地发挥
文化阵地的带动作用。

加强各村的文化队伍建
设。将民间文艺队资源充分

利用起来，壮大文艺队伍，实
行统一登记造册、加强管理，
使文艺队伍通过各类活动展
现社会发展、群众生活，带动
群众走一条团结稳定发展的
道路。

将文化与科普活动有效
结合。把文化、教育、科学普
及等与满足农民求知、求富、
求乐的要求和发展农村经济
紧密地结合起来，帮助群众
获得更多的知识，开阔眼界，
有效转变群众传统的思想观
念，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发展
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发挥“服务中心”作用。
积极为群众提供优质、便利、

快捷的服务，使村党组织结
合产业发展，引导致富能力
强的党员、村民做“科技指导
员”，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
产品信息、务工信息等服务，
努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
织化程度，更好地发挥农村
广大党员在联系和服务群众
中的作用，进一步拓宽联系
渠道。

发挥“活动中心”作用。
通过“四下乡活动”组织农民
群众开展体育健身、阅报读
书、文艺演出等活动，不断完
善、丰富、活跃农民群众的文
化生活，使其成为群众的活
动中心。

隆昌市“五举措”
推进村文化室阵地建设

大安区贫困户养鸡“逆袭”
收入一年半超白领

“我区农村贫困人口仍
然较多，产业扶贫任务仍然
较为艰巨，贫困户发展产业
目标不准、项目难选、资金短
缺、经营分散等难题仍有待
解决。”大安区农牧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是由
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
龙头企业江苏立华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接二

连三”项目。贫困户的脱贫
增收，在基层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模式，
大多数实现了快速脱贫。

据悉，项目通过采用“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等
发展模式，实现一体化养鸡
全产业链无害化、标准化生
产，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风
险低、分散灵活、适宜大安区

等特点。采取“银-政-企-
农户”四方合作及“村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农户”产
业发展模式，助推建档立卡
贫困户由传统的“输血”转为

“造血”，让更多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彻底脱贫，从而走上
致富路。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刘
恪生 摄影报道

贫困户的逆袭年收入近10万元

两种扶贫措施让贫困户实现快速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