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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内江东兴区
长江农业园区首届“石斛花
节”举行。东兴区田家镇的
千草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内芳香四溢，数十名工人正
忙着采摘盛开的铁皮石斛
鲜花，现场一片火热。

4月中旬以来，在位于
内江市东兴区的四川千草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基地，采用无土栽培技术
培育的120亩铁皮石斛进
入盛花期，据了解，今年是
园区种植大棚首次对外开
放，游客来此不仅可以现场
参观铁皮石斛花开的美景，
还可以体验采摘乐趣。

首次举办石斛花节
260万株石斛迎客来

当日，石斛花节吸引了数
百名游客前往，在园区内游客
们可以观赏铁皮石斛种植区，
品尝铁皮石斛产品、体验鲜花
采摘。另外，园区的特色花卉、
中药材种植、盆栽水果等也吸
引了众多游客参观。

园区的大棚里，几个陈列
柜中摆放着众多铁皮石斛产
品，有铁皮石斛鲜花、干花、鲜
条以及铁皮石斛牙膏、面膜、挂

面等生活用品和一些药品，品
种丰富，种类齐全。游客们一
边驻足观看，一边听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铁皮石斛系列产品。

据了解，铁皮石斛属兰科草
本植物。在石斛数十种品种里，
以铁皮石斛的品质最佳。新鲜
铁皮石斛花，花开时颜色为草绿
色（略带点黄），口感脆嫩，有很
高的药用和益体价值。“现在园
区内有260余万株铁皮石斛，目
前正处于鲜花盛开期。”园区负
责人罗崇玮说，铁皮石斛种植作
为精品农业，目前已建成核心种
植基地120亩，年产值综合效益
达2000万元，并带动当地近百
名村民就业增收。

“没什么其他味道，就是一
种清香味，还可以。”一位品尝
完石斛鲜条汁的游客咂咂嘴
说。因为很多人平常对于石斛
接触不多，所以游客们对于品
尝铁皮石斛鲜榨饮料以及石斛
鲜花煎鸡蛋，这类展品最感兴
趣，现场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大力种植中医药品种
为乡村振兴提供抓手

很多游客是第一次看到铁
皮石斛，对此非常好奇，家住东
兴区的邱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朋友那知道这个石斛花
节的，所以就和亲朋好友一起
过来的。”邱女士表示，在了解

到石斛花的用处后，她也准备
买一些带回家。

罗崇玮告诉记者，园区现
在年产石斛鲜花4吨。铁皮石
斛从每年4月中旬开始开花，采
花期要持续到6月中旬，目前铁
皮石斛正处在盛开季节，广大
市民可到园区参观并选购相关
产品。“目前园区的铁皮石斛产
品品类共有 20 余个。”罗崇玮
表示，公司将利用一年一度的
石斛花资源，举办石斛花节，向
广大群众展示公司的系列产
品，实现由单纯农业向“农业+
旅游”转型。

据了解，四川内江千草中医
药康养文化村位于东兴区旅游发
展规划核心区——长江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占地9000余亩。未来
的千草村将是一个集生产、生活、
生态同步改善，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
的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近年来，东兴区采取“公
司+农户”模式，培育龙头企业
带动农户发展中药材产业，规
范种植栀子、枳壳、铁皮石斛、
金线莲、白芨、暗紫贝母等价值
较高的中医药品种。目前，东
兴区发展规模化中草药材种植
面积约4000余亩，为当地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抓手。

唐明润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马梦飞

华西城市读本讯（马瀚凌记
者 昔兴琪）菜市场内开设赌场，
聘请人参赌、放风，赌客防水以牟
利……5月30日，华西城市读本
记者从内江市东兴区公安分局
获悉，3月29日，东兴区农贸市场
一居民房内一聚众赌博窝点被
成功捣毁，当场抓获涉赌人员34
人，查扣赌资8.9万元及扑克牌、
骰子等赌具若干。

目前，犯罪嫌疑人彭华（化
名）等11人已被刑事拘留；违法行
为人童清（化名）等23人已被行政
拘留。

3 月 26 日，分局民警在工
作中发现，在东兴区党校农贸
市场附近隐藏着一个无名秘密
赌场，且参赌人员众多，涉赌金
额较大，考虑到案情重大，分局
立即成立专案组，并进行调查。

在摸排调查中，办案民警对
赌场周围进行走访，了解到该赌
场组织人员用扑克牌押“龙虎”的
方式进行赌博，同时还聘请有专
门的人员参赌凑人气和放风。

除此之外，该赌场还存在向赌客
放水牟利的现场。

掌握了赌博窝点的情况，
要怎么进行抓捕呢？原来，该
赌博窝点位置隐蔽，进出容易，
四通八达，为防止涉案人员窜
逃，专案组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制定了严密的抓捕方案。

“不准动。”面对破门而入
的民警，房内涉赌人员全部束
手就擒。据了解，此次抓捕行
动，当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34人，收缴赌资8.9万元。

同时，在铁证和强大的法律
攻心面前，违法人员对自己的开
设赌场、参与赌博、为赌博提供条
件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彭华（化名）
等11人已被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
童清（化名）等23人已被行政拘留。

多措并举
“夏安”行动抓获嫌疑人15名

华西城市读本讯（马瀚凌
记者 昔兴琪）“夏安”，一个美丽

的词语。2018 年 4 月，在结束
长达100天的“百日平安会战”
后，“夏安”行动紧接着来到内
江市公安局的身边。

5 月 30 日，华西城市读本
记者从内江市东兴区公安分局
获悉，为丰富“夏安”行动实战
手段，分局以“管住面”“控住
事”“盯住人”“破得案”为目标，
保护辖区安全。

据了解，分局通过扁平化
指挥平台，将指令直接下达至
街面巡组等一线作战单元，动
态调整巡防勤务模式，通过“空
中处警”全方位对重大活动进
行动态监控，及时消除隐患。

东兴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自“夏安”行动开展以
来，情指中心通过视频侦查发
现并指导实战部门抓获各类嫌
疑人15人，先后在侦破“4.24系
列敲砸车窗盗窃车内财物案”、

“4.26 入室盗转抢”等 2 起大要
案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引领局
属各部门侦破各类案件32起。

华西城市读本讯（贺思雅
肖贵明 记者 伍雪梅）“我们一
定要逗硬对扶贫领域的监管，
解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
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在谈到
如何加强扶贫领域的监管问题
时，宜宾市江安县纪委相关负
责人说。

今年以来，江安县纪委从
群众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扶贫
工作相关形势和问题，从监督、
警示、问责几个方面强化扶贫
领域监督工作。印发《2018年
脱贫攻坚督查工作实施方案》，
聚焦脱贫攻坚中政策落实、项
目安排、资金使用、责任落实和
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将全
县划分为 5 个协作片区，分系
统、分领域、全方位开展督查，

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进
行大调研、大起底、大围歼，对
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规范处
理，做到“无积压”“零暂存”。
制定《江安县扶贫领域案件通
报曝光制度》，对涉及扶贫领域
的违纪案件和突出问题“零容
忍”，通过内部通报、江安新闻
网“正风肃纪进行时”专栏、江
安电视台清风江安栏目、“清风
江安”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扶
贫领域违纪案件进行点名道姓
公开曝光，倒逼各乡镇、部门压
紧压实责任。

截至目前，江安县2018年
共计入户调查农户 483 户，处
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1件，立
案2件，给予党纪处分4人，公
开曝光6件10人。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马
梦飞）为了强化强化创新动力
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内江高新
区实施了 4 大举措，截至目前，
一区三园已新增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2 家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7
家，成效显著。

搭建创新平台。支持内江
洛伯尔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成功创建市级工程实验
室，帮助内江市润宏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创建市级院
士(专家)工作站。引入创新智
囊。借助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实
力，促进企业成果转化。与四川
大学等27所高校建立产学研合
作关系，申报科技专项资金275
万元。实施技改创新。引导规

上企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工艺，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
占有率，内江市昌泰鞋业有限责
任公司投入近 100 万元，实施

“煤改电”项目。突破创新瓶
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补助高
新技术企业资金100万元，解决
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财务
等问题。

华西城市读本讯（艾鹏 记
者 陈章采）进入初夏，自贡市
自流井区凯悦星城某家庭茶苑
经常夜灯长明，麻将发出的噪
音让周围邻居烦不胜烦。虽经
城管、环检和派出所多次教育、
责令改正，但效果甚微。

自贡市高新公安分局南湖
派出所值班民警也多次接到群
众投诉称南湖国际社区某家庭
茶坊长期噪音扰民，民警多次
责令改正，过不了多久又依然
如故。

为净化社会风气，打造清
静住宅。南湖派出所强势推进

“夏安”行动，执法民警会同城
管、环检部门展开突击行动，分

别采用多功能声级计对以上小
区茶坊进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检测。经检测，凯悦星城某家
庭茶苑的夜间噪音值达到54.8
分贝，南湖国际社区某家庭茶坊
依据的夜间噪音值达到54.7分
贝，均超过标准限值50分贝。

凯悦星城某家庭茶苑老板
张某、南湖国际社区某家庭茶
坊谭某对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
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五十八条之规定，南湖派出
所依法对张某和谭某给予行政
处罚。

石斛开花飘香来
内江东兴区260万株铁皮石斛首次开门迎客

种植基地一角。

学习种植技术。

采摘。

了解产品。

观赏花朵。

利刃出鞘雷霆出击
隐藏在菜市场中的一赌博窝点被成功捣毁

宜宾江安加强扶贫领域监管

内江高新区强化创新动力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噪音扰民 小区麻将馆被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