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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部署和省委安排，
四川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十指导组对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
作开展驻点指导。指导组进驻期间设立值班电话：0833-2156255；
邮政信箱：四川省乐山市A009号专用信箱；邮箱地址：市中区月咡
塘街31号。指导组受理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指导组主要
受理反映我市及所辖县（市、区）党委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司
法行政机关和监狱政法干警问题的来信来电。其他不属于受理范
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

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我

市将制定第二个地方性法规立法规划
（2022—2026年）。为充分体现民意、集
中民智，立法依靠人民、立法为了人民，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立
法建议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内容。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应当针对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需要根据乐山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

的事项；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
性法规的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
行政法规，根据乐山具体情况和实际需
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

二、征集要求。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应当从乐山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
立足解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
问题，体现乐山特色，具有较强的针对
性。立法建议项目应当写明法规名称、

立法目的、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征集方式。建议人可以通过三

种途径提出立法建议项目，一是将书面
建议寄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地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泊水街
12 号）；二 是 发 送 传 真 至 0833—
2178056；三 是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至
263697137@qq.com。为方便联系，请
写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四、征集时间。本次公开征集立法建
议项目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30日。

征集立法建议的基本情况和处理
结果，将通过乐山人大网等媒体公布。

联 系 人 ：陈 芮 宇 0833—
2178056（传真）

乐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年3月25日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昨（25）日，市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
成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
全国省级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会议、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推进会暨办公室主任会议精神，传
达市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组长彭琳批示，通报省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第十驻点指导组暗访反馈意见，
总结全市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
下一步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受彭琳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
张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第十驻点指导组副组长敬阳以及相
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彭琳在批示中指出，全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各地各有
关部门坚持问题导向，丰富学习教育载
体，健全工作机制，分层次、多层面、全
覆盖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推动学习教育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成绩值
得充分肯定，但离中央、省委的要求还
有一定差距。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
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意义，严格落实
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
人责任、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直接责
任、成员单位协同责任，按时高质量完
成教育整顿任务，坚决防止“上热中温
下冷”现象，确保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
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要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将教育整顿与
党史学习教育、政治忠诚教育、“为民办
实事”活动相结合，与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服务高质量发展等政法重大
工作结合起来，确保教育整顿取得实
效，以教育整顿的实效，迎接党的百年
华诞。

张彤要求，要贯彻最新部署要求，对
省驻点指导组指出的问题立行立改，在

“纠偏”“除虚”“扫盲”上下功夫。要推

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紧密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把握时间节点，加快工作进度，
确保按时按要求高质量完成既定目标任
务。要再深化认识，确保干警身心全投
入；再强化措施，确保方案执行更有力；
再加力推进，确保学习教育高水平。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
长、全体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各
县（市、区）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参加
会议。

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举行

按时高质量完成教育整顿任务
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传达彭琳批示张彤讲话敬阳到会指导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25）
日，七届乐山市委森林防灭火机动
巡察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宣读了
七届市委森林防灭火机动巡察组
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的决定，对
本次森林防灭火机动巡察进行动
员部署。受市委书记、市委巡察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彭琳委托，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彤作动员讲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平
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喻在岗，市委常委、组织部
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赖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正
强，副市长罗新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森林防灭火机
动巡察是市委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要坚定
政治定力，重点审视县（市、区）党
委和领导干部在森林防灭火工作
中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森
林防灭火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和薄弱环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要
求上来，不断提升森林防灭火综合
防控能力和扑救水平，确保森林防
灭火工作落到实处。要保持严实作

风，围绕森林防灭火重大事项决策
权、执行权、监督权，加强对被巡察
党组织“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
履职情况的监督，强化整改落实和
成果运用，充分发挥巡察监督全面
从严治党利剑作用，推动形成自觉
对标对表、认真履职尽责的良好氛
围。要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发挥机
动巡察“小队伍、短平快”的灵活优
势，聚焦清明节前后群众身边的突
出问题，深入查找影响上级决策部
署终端见效的体制性缺陷、机制性
梗阻和制度性漏洞，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会议强调，本次巡察将对全市
11个县（市、区）森林防灭火工作
开展机动巡察，巡察组要坚决落实
政治巡察要求，把握森林防灭火工
作的特点和实际，不搞面面俱到，
注重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审视问题
和推动解决问题，深入了解党委领
导部署情况，职能责任落实情况，
干部作风建设、廉洁从政落实情况
和森林防灭火监督检查反馈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会议要求，本次巡察时间紧、
任务重，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很
强，必须把精准要求贯穿始终，巡
察组要坚持实事求是，严格遵守纪
律，坚决落实“两不”要求，精准发现
问题、精准反映问题，（紧转第4版）

七届乐山市委森林防灭火机动巡察启动
张彤作动员讲话

本报讯（实习生 王倩 记者 罗曦）
昨（25）日，乐山市总工会召开七届四
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和全国总工会、四川省总工会
重要部署，总结2020年工作，研究部
署2021年任务。市委常委、市总工会
主席阿刘时布出席会议并讲话。

阿刘时布强调，要坚持以职工为
中心的工作导向，认真履行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
职责，把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成党的职
工群众工作的坚强阵地，持续打造一
批省、市职工之家示范典型，加强乡镇
（街道）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
建设。要创新推进工会普惠工作，着力
打造更多具有时代特征、乐山特色、工
会特点的服务品牌。要在重大项目、重

点工程、重要领域广泛开展多主题多
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以练代学、以
练促学，推进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引
导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要开
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升年行
动，召开全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部门
联席会议，聚焦重点任务集中发力，发
挥国有企业带动作用，不断把改革向
纵深推进、向基层延伸。要巩固拓展城
镇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效，完善困难
职工梯度帮扶体系。要发挥劳模工匠
示范引领作用，弘扬劳模精神、讲好劳
动故事、传承工匠技艺，在全社会大力
营造劳动光荣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

会议选举了乐山市总工会第七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

市总工会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25）
日，以“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在文明
交流互鉴中发挥孔庙的文化价值”
为主题的中国孔庙保护大会在乐
山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孔庙及
其上级管理单位、儒学单位的近
200位嘉宾齐聚一堂，广泛交流研
讨孔庙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共促中
国孔庙保护事业蓬勃发展。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语言考
古司二级巡视员庆祝，中国孔庙保
护协会名誉会长祝业精、孔令玉，
副市长周伦斌，四川省文物局副局
长濮新，中国孔庙保护协会会长刘
爱春等出席会议。

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华民族形象的
象征之一。孔庙文脉绵长、底蕴深
厚，承载着珍贵的儒家文化信息，
在儒学研究阐发、传播交流方面拥
有得天独厚优势，形成了良好的工

作基础。会议就全国孔庙保护传
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关
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发布了《关
于全国孔庙保护传承与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

会上，中国孔庙保护协会、曲
阜至圣庙向乐山赠送了一幅手绘
《孔子行教像》；北京孔庙和国子监
博物馆向乐山赠送了一幅馆藏卧
碑“昌明仁义”拓片。乐山市文物
保护研究所、乐山文庙博物馆、北
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长春市文
庙博物馆等单位代表，就孔庙文物
保护、儒家文化研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工作，分别做了经验交
流。

3月 24日至 25日，中国孔庙
保护协会第23次年会在乐召开，
国内著名儒学专家、中国孔庙保护
协会会员单位代表共计200余人
参加会议。

中国孔庙保护大会在乐召开

强化文化遗产保护 发挥孔庙文化价值

乐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五年立法规划（2022─2026年）建议项目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 宋雪）昨（25）日下午，
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
心三方联席会议举行。武汉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吴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于
丽，副市长周伦斌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筹备工作情况
汇报》，武汉大学、乐山市政府、乐山
师范学院三方对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历
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的组建方案、章
程、制度、年度工作计划等内容进行了
审议。

于丽在讲话中表示，自武汉大学、乐
山市政府、乐山师范学院共同发起成立
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以
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希望三方进一
步明晰研究中心的定位、功能、制度、管

理等内容，将工作不断细化。要进一步
明晰责任义务，乐山师范学院发挥主体
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参与指导，乐山市
委、市政府全力做好服务工作，积极推
动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和谐共进将好
事办好、将好事办实。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校地合作、校校
合作，武汉大学、乐山市政府、乐山师范
学院三方以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旧址——
乐山文庙及龙神祠为载体，组建了武汉
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并将
其作为高水平、高起点的校地合作、校
校合作平台，充分挖掘、保护和传承武
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价
值，永久保护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旧址，
永续武大西迁“乐山精神”。目前，该中
心已完成筹备工作。

三方携手永续武大西迁“乐山精神”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3月24
日，记者从乐山市“春雷行动
2021”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执法
行动媒体通报会上获悉，自2020
年12月15日至今，我市市场监管
部门已立案查处案件854件，案值
2261.21 万元，罚没 438.13 万元，
进一步发挥了市场监管在优化营
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守护民生
安全等方面的重要职能作用。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我市从
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3月
31日，在乐山范围内开展“春雷行
动2021”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执
法行动（以下简称“春雷行动
2021”），并在全省统一部署的“冷

链物流疫情防控”“知识产权‘护
航’”“长江禁捕·打非断链”“特种
设备安全排险除患”“打击农村假
冒伪劣食品”“疫情防控用药械质
量安全”6 个执法子行动的基础
上，结合乐山实际，确定了“消费品
质量安全”的自选整治内容。各县
（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还结合实
际，确定了“医疗美容行业专项整
治”“旅游消费市场环境整治”“价
格减负惠民执法行动”等自选子行
动。

自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坚持
“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批、
规范一片”的工作思路，突出重点
和关键， （紧转第4版）

本报讯（记者 吴薇 文/图）昨（25）
日，记者在中心城区嘉定路第二阶段
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嘉定南路乐山岷
江一桥至嘉定中路致江路路口）（简称

“嘉定路二期工程”）全封闭路段施工
现场看到，大型吊车、挖掘机和运输车
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在各施工路段紧
张有序地忙碌。

据嘉定路二期工程项目指挥长邵
继周介绍，目前，工程全封闭路段雨污
排水管安装任务已完成85%，弱电管
廊安装任务已完成65%，路灯基础浇
筑任务已完成50%。接下来，施工方
将加班加点赶时间、抢进度，在本月底
实现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单向通行。

嘉定路二期工程：

月底实现
出城方向单向通行

“春雷行动2021”：

我市已立案854件 罚没438万元

嘉定路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嘉定路二期工程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