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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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清）3月27日，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召开，邀
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陈晋到会，作“从党史看党的精神和中
国道路”专题辅导报告。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彤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高鹏凌，
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
出席会议。

会上，陈晋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出发及其精神，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什么样的
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
样“走出来”的四个方面，给与会人员
作了一场精彩的辅导报告，让大家对
党的百年历史有了更系统、更准确、更
深入的理解。

结合辅导报告，张彤就我市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强调，要深刻领悟
思想伟力。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抓紧抓好，深刻学习领会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准确把握
历史规律。通过学习树牢大历史观，增
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
科学研判“时”与“势”，抢抓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在危机
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更好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张彤指出，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好
“心连心”服务热线等服务载体，经常性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保持奋斗精
神。脚踏实地加油干、真抓实干破难题，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努力
奋斗。

张彤要求，要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
效。各地、各部门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本地本部门实

际，精心开展专题学习、专题培训，全面
加强政治引领，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要坚持以知促行、知行
合一，把学习教育同当前各项工作结合
起来，确保“十四五”迈好第一步、见到
新气象，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市领导于丽、喻在岗、阿刘时布、王
建华、赖俊、何金文、廖策军、周伦斌、郭
捷、廖克全、罗新礼、陈长明、邓华、周鸿
雁、刘波、刘淑玉、易志隆、肖瑶伦、夏
玲、王策鸿出席会议。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召开

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张彤主持高鹏凌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清）3月26日
至27日，按照七届乐山市委森林
防灭火机动巡察工作部署，市委机
动巡察组完成对11个县（市、区）
巡察进驻。

各县（市、区）党委分别召开了
巡察进驻沟通会。会议通报了本
次机动巡察任务和工作安排，强调
市委森林防灭火机动巡察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巡视巡察工作要求，深入
了解各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情况以及贯彻落实中央、省
委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决策部署
和市委安排部署情况。重点关注
各县（市、区）党委职能责任落实情
况，干部担当作为、作风建设、廉洁

从政情况和森林防灭火监督检查
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表示，将坚决扛起森林防灭火政
治责任，全面落实机动巡察规定，
坚决支持、积极配合市委机动巡察
组工作，确保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和市委安排部署落地落实。

根据安排，市委机动巡察组巡
察时间约为10天。巡察期间设专
门值班电话：19981360511，微信
号：A19981360511（微信名：市委
机动巡察组），电子邮箱：lsswx-
cz6@163.com，受理电话时间为
9:00-18:00。市委机动巡察组主
要受理反映各县（市、区）森林防灭
火工作有关问题，对不属于巡察受
理范围的信访，将按规定由各县
（市、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七届乐山市委森林防灭火
机动巡察完成进驻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 文/图）3月
26日上午，夹江县某训练场内“杀”声
震天，乐山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联
合武警乐山市支队，开展了一场“铸忠
魂 扬警威 砺炼藏蓝刀锋”武警特警联
战联训综合演练。

本能反应射击演练中，武警战士和
特警队员使用步枪和手枪，在10秒内射
击10个目标，一阵枪声过后，个个弹无
虚发；极限体能演练中，武警战士和特
警队员急速通过荡绳、轮胎网、高低跳
台、高墙、独木桥、矮墙、深坑、跳桩等障

碍，展现顽强拼搏的意志和不言放弃的
作风；在反恐综合战术演练中，武警战
士和特警队员冷静应对，分成不同战斗
小组，迅速“歼敌”。当天，还演练了刺杀
操、擒敌拳和长短枪互换应用射击。

据了解，从3月8日起，乐山市公

安局巡（特）警支队联合武警乐山市支
队开展了为期3周的联战联训，旨在
巩固全警实战大练兵成果，增强武警
特警协同作战水平，提升快速处置各
类突发性事件的综合能力，确保乐山
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铸忠魂扬警威联战联训砺炼藏蓝刀锋

体能与毅力的考验 准备“战斗”

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抓早抓
紧抓实，奋力实现“开门红”。昨
（28）日，峨眉山市举行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42.3亿
元的 16 个重点项目落地峨眉山
市。当天，峨眉山市政府与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乐
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共同组
建“环境和矿产新材料联合研究
院”，并启动中科乐美年产40万吨
新型超微细粉体材料生产项目建
设，助力峨眉山市科技及新型材料
产业发展，为“峨眉制造”增添强劲
动力。

此次集中开工的16个重点项
目，包括峨眉二中（高中部）改扩建
工程、峨眉山冰雪大世界项目、峨
眉三小后校门及综合楼新建项目、
农夫山泉年产37.05万吨饮用天然
水生产线、中科乐美年产40万吨
新型超微细粉体材料生产项目等，
涵盖旅游、工业、社会事业、基础设
施等多个领域。

16个开工项目中，中科乐美
年产40万吨新型超微细粉体材料
生产项目成为当天的“重头戏”。
该项目将发挥峨眉山市优质石灰
石资源优势，建设西南地区最大的
新型超微细粉体材料生产基地。

项目将分两期建设，预计2022年
底建成40万吨超微细钙产品生产
项目，实现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
元。产品投产后可替代同类进口
产品，并广泛运用于橡胶、塑料、造
纸、油漆、涂料、医药、化妆品等行
业。

作为一项矿产新材料项目，中
科乐美年产40万吨新型超微细粉
体材料生产项目背后有院地企共
同组建的“环境和矿产新材料联合
研究院”提供科技支撑。该研究院
以环境材料与环境工程和矿产资
源的高值化利用作为主要研究方
向，总部设在峨眉山市，并分别在
安徽省合肥市和峨眉山市挂牌设
立应用基础研究部和产业开发
部。研究院建成后，其成果将优先
落地于峨眉山市，助力峨眉山市科
技及新型材料产业发展，并辐射整
个西南片区。

近年来，峨眉山市坚持把项目
建设作为产业强市的重要支撑、经
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此次新一轮项
目建设开工，体现了峨眉山市抓早
抓紧抓实、奋力实现“开门红”的信
心和决心，标志着“十四五”开局之
年，峨眉山市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
坚实一步。

总投资42.3亿元
峨眉山市一季度集中开工

16个重点项目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日前，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结合
2021“味美四川”川派餐饮汇活动
而开启的“味美四川·乐山味道”名
菜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结合乐山实际，市商务局制定
了全市“味美四川”川派餐饮暨美
食嘉年华活动计划。3月至7月，
全市将开展乐山味道名菜评选、嘉
州美食文化节、乡厨大赛、首届鳝
丝美食文化节、第二届跷脚牛肉美
食文化节、第四届牛华麻辣烫美食
文化节、2021盛夏狂欢啤酒美食
节、2021峨眉山威士忌文化节、一
起海底捞饕餮美食节、农产品展销

会、美食发展论坛等数十场活动，
激发全市餐饮消费市场活力，弘扬
乐山美食文化。

当前，由市餐饮行业协会主办
的名菜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活动
重点结合商家报名和全市63道嘉
州菜进行评审筛选，初选15至20
道菜参加线上投票和线下专家评
审，精选5至10道菜参加全省“天
府名菜”评选。有意向参选的商家
可搜索“乐山市餐饮行业协会”微
信公众号，点击“名菜评选”进行线
上报名，或发送菜品等资料到邮箱
421250924@qq.com，参与评选。
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15日。

“味美四川·乐山味道”
名菜评选活动火热进行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为推进乐山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3月26日，“2021年宝德AI百
城巡展”活动在峨眉山市举行。本次活
动以“人工智能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为主题，政产研用各方齐聚一堂，探讨人
工智能创新技术和应用趋势，共商人工
智能新时代的发展大计。

活动中，与会嘉宾分别以“人工智能
的趋势和未来全景图”“宝德人工智能赋
能伙伴与用户的战略”“华为昇腾计算产
业发展策略”“智能问答系统赋能服务行
业”等主题进行了演讲。

据了解，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发
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和助推双循环发展的关
键抓手。深圳宝德计算机公司致力于推
动AI技术发展和应用加速，推动工业互
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等行业应用的智慧化
和智能化转型。3月10日，2021宝德AI
百城巡展在深圳正式启动后就来到乐
山，得益于我市紧紧围绕“4+1”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数字经济规模化、集群化、高
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圈。

宝德AI百城巡展
走进乐山

本报讯（实习生 薛宇枫 记者 张斯
炜 杨心梅）下料、成型、打磨、喷塑，3
个生产车间分工不同，忙碌相同，在高
度自动化的作业中，一片片产自沙湾
经济开发区的不锈钢材料成为造型各
异、各具功能的精美路灯，即将发往甘
孜藏族自治州、南充市等地。

近来，位于沙湾经济开发区的嘉蓝
图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热火朝天。“今
年以来，我们已经获得近亿元的意向
性合同。”话语间，嘉蓝图技术总监张
料平颇为骄傲。

一根路灯看似平常，到底有什么魅
力受到市场如此青睐？

“从2010年公司注册成立至今，已
累计拥有外观专利108项、智慧灯杆外
观专利20项，在巧打‘颜值牌’上颇有
成绩。”顺着张料平的指引，记者看到
了厂区道路旁面向彝族地区的定制路
灯，路灯采用彝族三色文化、图腾信
仰，具有强烈地域感；看到了在中心城
区主干道上常见的玉兰路灯，外形如
盛开的玉兰花般明艳动人……“客户
提要求，凭借优秀的设计水平，我们的
样品完成度已经很高。”张料平说，高

颜值已是嘉蓝图出品的一大标志。
不止于“颜值”，从2013年开始，嘉

蓝图还稳步酝酿实施一场智慧化的自
我革命与探索。

在张料平看来，如今的路灯除照明
功能之外，还是城市数据入口，把照
明、交通、环境监测等功能集于一身，
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发展“智慧
路灯”大有潜力。

通过自主创新、自主研发和与西
南交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建立校
企合作，与通信运营商强强联合等方
式，嘉蓝图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
造、单一照明向智慧照明战略转型。
如今，公司生产的路灯不仅在外观造
型上出彩，更在功能属性上有了“撒
手锏”——由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
灯控”系统覆盖乐山市、甘孜藏族自
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多个地
区的照明和城市亮化，年销量逐年提

升。
“像这根路灯，它集成了环境监

测、5G装置、除霾降尘、广告发布、公
安天网等设备和功能。”顺着张料平手
指着的方向看去，一根路灯顶端装有
5G信号发射设备和水雾喷洒装置，杆
身带有LED显示屏，下部集成了USB
接口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我们
还可以在里面集成交通信号灯，通过

‘智慧灯控’系统，用一根灯杆实现对
各种设备的管控和应用，极大减少城
市相关设备的重复建设。”张料平介绍
说。

厂房一角，嘉蓝图引入的机械手臂
正在进行组装作业，在智能制造、美观
实用等方面持续改进生产线和作业
链。嘉蓝图董事长罗希洪表示，希望
嘉蓝图在行业内保持领军地位，为沙
湾冶金建材工业基地走出不锈钢下游
产业链的“蓝图”新路。

高颜值智慧化
路灯点亮“发展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