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科技
和改革双轮驱动，以科技提升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的实力和底气。眼下，春耕备耕
在全市各地展开，放眼乡村沃野，智慧农业
大显身手，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提供技
术指导，处处是科技“抢春”的繁忙景象。
在蓬溪县红江镇绿然智慧农业有机富硒体
验园，高科技智慧农业技术赋能高效种植，
带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抢春”不负农时

2月15日，记者走进蓬溪县红江镇绿然
智慧农业有机富硒体验园，在无土栽培大棚
里，黄瓜苗不是栽种在土里的，而是运用无
土栽培靠有机肥供其生长，工人有的正在放
绳，为黄瓜牵蔓做准备，有的正在给黄瓜苗
喷洒定根肥料，现场一片繁忙。“将绳子固定
在黄瓜苗上，2月下旬黄瓜苗就顺着绳子长

上来了。”工人曹明凤介绍。
在另一边的数字农业生产区，

各种植大棚外都有一个要素显示
器，实时显示土壤温度、湿度、酸碱
度、电导率等信息，物联网技术将园
内所有设备串联在一起，管理者可

在手机、电脑上实时了解监测区的各项环
境数据，同时也能操控大棚各项设备运
行。“这个月初我们刚收了线椒，现在马上
开始种西瓜。”数字农业大棚内，工人正在
铺设地膜，为西瓜种植做准备。

“目前园区正在进行黄瓜、番茄、辣
椒、西瓜、甜瓜等蔬果栽植，每天有70余名
工人现场作业。”四川省绿然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骆德全说，借助
全程农事化服务和田间信息化管理，他们
有信心将 600 亩有机蔬菜瓜果耕种好，为
今年上半年园区实现优质高产打好基础。

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伴随着智慧农业的不断发展，老百姓也

得到实惠。该园区为红江镇及周边乡镇提供
100余个就业岗位，切实助农增收。

曹明凤是大英县回马镇金山村村民，来
绿然智慧农业务工已有一年。“因为是毗邻
村，我们村很多村民都来这里务工，我主要
负责蔬果栽苗到采摘等一系列工作，年收入
增长了2万元左右。”曹明凤说。

当前，绿然智慧农业有机富硒体验园
25个联动大棚全面采用了自动温控柜、自
走式喷淋装置等智能化设施设备，通过现
代化数字农业技术，有效衔接环境监测、
工厂化育苗、生产过程管理、产品质量安
全监控、商品化处理等产业链条。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
做大做强有机蔬菜产业链，加快建设渝遂
绵优质蔬菜产业带，力争今年带动红江片
区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2 万余亩，同时继续
做好智慧农业，通过现代化的数字农业技
术，实现生产智能化、生产标准化、管理数
据化、经营信息化，为遂宁农业农村高质量
发展及乡村振兴注入动力。

（据2023年2月18日《遂宁日报》）

探访绿然智慧农业有机富硒体验园

“会种地”变“慧种地”
○遂宁日报记者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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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三庙镇戴花村通过多方学习和考察，引进高
密度养鱼技术，饲养高品质的生态鱼。图为2月16日，工人
建设鱼塘现场。

记者 刘亚春 摄

本报讯（记者 任洋）2月20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民营企业融合发展培训（合
川）班开班。培训通过邀请专家学者为民
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授课，让他们知悉、
掌握相关政策，推动民营企业全面高质量
发展。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张鹏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规划体
系构建与高质量发展》为题，为大家带来精
彩生动的一堂课。据了解，此次培训内容
十分丰富，包括民营企业如何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发展建设等内容。

据悉，此次培训由市经济信息委主
办，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区经济信

息委承办，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协
办，培训时间为 2 月 20 日—24 日（共 5
天），主要采取理论教学+现场教学的模
式。培训旨在明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战略的政策、思路、趋势及重大意义，
帮助民营企业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提高把握新机遇和新形势的能力，

积极探索企业转型升级的新思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民营企业融合发展培训（合川）班开班

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近日，在狮滩镇刘扬萍
手工豆干厂房内，刘扬萍和
几个工人忙着整理豆干。
刘扬萍手工豆干除在区内
销售外，还销往西安、成都
等地，颇受消费者欢迎。

记者 张敏 摄

本报讯（记者 袁询）
2月22日，区委直属机关工
委在区大会议室召开 2022
年度区级部门党委（党组）
书记和区直机关直属党组
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
职评议会。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何川参加会议。

会上，12 名部门党委
（党组）书记、11 名区直机
关直属党组织书记依次述
职，述职时同步播放 PPT。
各负责人汇报了过去一年
机关党建工作情况和特色
亮点，讲成绩、说问题、谈思
路，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努力方向和具体举
措。与会人员进行了民主
评议。

何川指出，召开此次述
职评议会，是为了进一步压
紧压实区级部门党委（党
组）书记抓机关党建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责任，推动区直
机关为全区基层党建工作
带好头、走在前、当标杆。
2023年，机关党建工作要把
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作为
首要任务，认真抓好主题教
育，聚焦建立“一统六化”机
制、打造“五型”组织等新要
求，不断提高机关干部职工
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
明素养、法治观念；要迭代
升级“三基”建设，着力打造
学习型、创新型、变革型组
织，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的高素质专业化党员干
部队伍，以组织变革提升发
展能级；要强化党建统领作
用，健全抓党建带全局工作
体系，形成以党建工作统领
问题解决、以问题解决推动
党建工作良性循环，推动机
关党建质量整体跃升，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何川在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会上指出

抓实抓细政治建设
迭代升级“三基”工作 强化党建统领作用

本报讯（记者 周云）
2 月 21 日，区委副书记，区

“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
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
任谢东主持召开“党建赋
能·赶考亮卷”行动领导小
组办公室全体会议。

谢东要求，要进一步提
高认识，切实凝聚思想共
识，围绕市委的系列新部署
新要求定位行动，围绕合川
的新定位新任务谋划行动，
围绕群众的新期盼新需求
优化行动；进一步突出重
点，深化实化党建统领，突
出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
重点落实好市委提出的“五
项机制”“七张报表”“八张
问题清单”，结合合川实际，
进一步细化实化规范化，形
成加强区委领导的常态化
机制；突出完善赋能体系这
个关键，“清单式”推进党的
六大建设，发挥好党委党组
的“领导统筹”作用、各级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赋好“六能”、答好“六卷”；
突出推动发展提质增效这
个目标，始终把握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这一主线，推进党建全
域覆盖、全面融合、全程融
入，把党建的引领作用化为
一个个有效推动重点工作
的机制体制、抓手平台，实
现党建和业务的深度融合，
打造党建、经济、平安、改
革、创新、生态、民生等方面
的“升级版”，特别要把“稳
进增效”主题年作为今年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促进合川经济提质提速、争
先进位，努力把党建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资源
转化为发展资源，把党建成
果转化为发展成果，为全区
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注入更强劲的“领
考”“领跑”动能，实现合川
各项工作迭代升级、全市靠
前；进一步集成经验，塑造有
辨识度与影响力的党建品
牌；进一步健全机制，确保行
动务实推进，做好专班推进，
闭环落实，做实“赛马比拼”，
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清除“庸
懒散拖”的作风顽疾、营造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谢东主持召开“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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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鑫宇 通讯员 廖芩）近
日，在大石街道观龙村村委会院坝内，环保网
格员罗肖向大家宣传了露天焚烧的危害，以
及秸秆综合利用的方法。

该街道为扎实做好露天禁烧工作，加大了

宣传力度，同时加大了露天焚烧的管控力度。
还组织各村（社区）通过主题宣讲会、院坝会、面
对面座谈等方式开展露天禁烧宣传。另外，该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志愿者联合网格员成
立了露天禁烧队，加大了巡查力度。

该街道已开展露天禁烧相关宣讲会 20
余次，给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份、悬挂
宣传横幅 10 余条。劝导制止无组织焚烧事
件200 余起，批评教育处罚12 件不听劝阻焚
烧事件。

大石街道

扎实推进露天焚烧管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 通讯员 唐敖）
近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悉，该局持续
打造和培育“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带动就
业，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注重规模效益，
会同清平镇和玻璃协会，科学制定合川玻
璃工发展规划，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产
业链就业人数持续增长。

同时，注重持续效益，建立技能人才
库，制定培训标准，开设玻璃炉前热成型、
玻璃人工吹制成型等培训工种，定向培育
玻璃工劳务人才，促进校企融合，带动企业

持续发展。
目前，“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涉及76

家企业，吸纳就业7.6万人，间接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就业人数超21万人次。

持续发力培育“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带动就业

本报讯（记者 袁询）
2月20日，盐井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成立红十字会。

通过选举，产生了盐
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红十字会首届会长、副会
长。盐井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红十字会会长表
示，将大力弘扬红十字精
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保

护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为
辖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
生服务。

区红十字会负责人希
望盐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红十字会推动红十字
事业与中心发展齐头并进，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盐井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红十字会

重庆日报讯（记者 魏星）近日，中国科
协办公厅对 2022 年表现突出的科普中国
信息员组织单位、中国科协科普部对2022
年科普中国信息员典型代表进行通报表
扬。我市获得表扬的组织单位有 5 个，分
别是：万州区科协、九龙坡区科协、巴南区
科协、合川区科协、綦江区科协；入选2022

年科普中国信息员典型代表的信息员有
10名，分别是：江北区龙晓萍，九龙坡区杨
青，南岸区王仁伟，綦江区梁彬，开州区向
小丽、贺玉蓉、廖成军、翁光明、谢术美，丰
都县张兴富。

据了解，科普中国信息员是由中国
科协打造，经过科普中国客户端实名注

册 认 证 ，并 经 常 性 开 展 科 普 传 播 的 用
户，是服务基层群众的“移动科普中国 e
站”，也是切实打通科普传播“最后一公
里”的有效渠道。近年来重庆市科协高
度重视科普中国信息员队伍建设和科
普信息传播分享工作，通过项目引导、
考核驱动、深化科普重庆共建基地和矩

阵媒体建设等多种举措，将科普中国平
台优质资源落地并推向深入。截至目
前，全市注册科普中国信息员近 40 万
人，分享传播优质科普资讯近 1000 万
次，为提升全市公民科学素质作出积极
贡献。

（据2023年2月21日《重庆日报》）

重庆市5个区科协、10名信息员获中国科协表扬
合川区科协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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