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本报法律顾问 四川齐天律师事务所 电话 0833-2435729责任编辑 代世和 编辑 邓秀英 校对 郑国耀

总编辑：王大强 值班编委：罗学锋 乐山城区天气预报：白天到晚上小到中雨 风向：偏北风1－3级 气温：16℃-23℃

LESHAN DAILY

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农历辛丑年二月十九

中共乐山市委机关报

乐山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0011
邮发代号 61-53

今日4版
总第11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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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3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
《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
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
地、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
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

会议强调，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

南接北，资源丰富，交通发达，产业基
础较好，文化底蕴深厚，发展潜力很
大，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全
局性意义。进入新发展阶段，中部地
区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加快构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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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
美丽中部，着力推动内陆高水平开放，
着力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着力增强城
乡区域发展协调性，着力提升基本公
共服务保障水平，推动中部地区加快
崛起，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指出，中部地区作为全国大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要
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促进
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
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要
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加强能源
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建设
和治理，实现中部绿色崛起。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昨（30）日，
市政协主席易凡，市委常委、乐山军分
区司令员王建华，市委常委、副市长毛
宁分别率队赴沙湾区蹲点督导森林防
灭火工作。市政协秘书长廖敏参加督
导。

易凡率队先后前往沙湾区轸溪镇
双山村世外花乡旅游景区、葫芦镇江
村生物隔离带等地，检查森林防灭火
工作，听取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情
况汇报，重点督查森林防火基础设施、
扑火队伍、灭火物资、应急值守和宣传
氛围营造等工作落实情况，并就当前
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
要求。

易凡强调，当前是森林防火的关
键时期，防范森林火灾是重中之重，各
级干部要扛起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

维、增强奉献意识，时刻紧绷森林防灭
火这根弦，克服厌战情绪，切忌麻痹大
意；要把森林防灭火责任层层传导到
位，严格落实各项防控举措，扎实做好
做细各项工作，确保不发生人为火情
和人员伤亡；要加强对重点区域的日
常巡护，护林员、村组干部要履职尽
责，强化值守巡查力度，严格对林下可
燃物、民俗用火、农事用火、生产用火
的巡查监管，确保做到守住山、紧盯
人、管住火；要持续开展宣传教育，教
育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工作，
切实构筑起防范森林火灾的铜墙铁
壁。

当天，王建华、毛宁分别率队前往
沙湾区太平镇五高山村、福禄镇岚坝
村、沙湾镇三峨山村、踏水镇蜜蜂村等
地，对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蹲点督导。

易凡赴沙湾区蹲点督导森林防灭火工作

严格落实各项举措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 宋雪）昨（30）日，第三

届中国（夹江·峨眉山）国际绿茶出口发
展论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业界精英、茶商代表等云集夹江，共谋绿
茶出口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国食品土
畜进出口商会授予夹江县“中国绿茶出
口发展第一县”称号，授予峨眉山市“国
际最具核心竞争力高山绿茶产地”称号。

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阿刘时布，
副市长陈长明,市政协副主席刘淑玉出
席论坛。

此次论坛以“构建出口贸易新体系
引领精制川茶国际化”为主题，围绕“国际
合作带动茶叶出口高质量发展”“打造中
国最具核心竞争力绿茶产区”“茶产业进
出口贸易”“科技创新为绿茶出口增添动
力”等主题进行演讲。

现场，夹江县人民政府向中国工程
院院士刘仲华颁发“首席专家”聘书；峨

眉山市人民政府、犍为县人民政府、夹江
县人民政府、沐川县人民政府、马边彝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签订乐山市绿茶出
口联盟成立备忘录。论坛期间，还举行了
全国茶叶进出口行业协调工作会。

据悉，峨眉山—夹江区域现有53万
亩茶叶基地，茶农45万人，建有全球最
大的出口绿茶生产线，拥有“竹叶青”“峨
眉雪芽”“仙芝竹尖”“天然有机茶”“榜上
有名”五朵金花为代表的20多个知名品
牌，及洪椿、百岳、华义等3家获得自主出
口资格的龙头企业。接下来，峨眉山市和
夹江县将深化区域合作，把峨眉山—夹
江打造成“国际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绿茶
产区”，力争到2025年，通过夹江区域出
口的绿茶占全国出口总额50%，实现茶
产业区域综合产值突破 400 亿元，到
2030年突破1000亿元，为四川打造千亿
茶产业提供重要支撑。

高峰论坛智慧碰撞
共谋绿茶出口发展

本报讯（胥靖力）3月27日，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赖俊赴犍为县暗
访督导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赖俊一行先后来到定文派出
所、玉屏派出所，通过查阅资料、谈
话交流、听取意见等方式，了解当
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
况。

赖俊强调, 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是贯彻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
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政法队伍自
我革命的迫切需要。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起教育
整顿工作的政治责任，自觉把这一
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细，紧扣筑牢
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
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目标任务，
不折不扣做好各项工作。要明确重
点任务。当前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正
处于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的关键时
刻，要细化政治教育、党史教育、警

示教育和英模教育的阶段任务，加
大开门整顿和开门纳谏力度，以

“清单制+时限制”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落实。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
党委承担本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的主体责任，“一把手”要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部署重要工作、
研究重要问题、强化督查督办，层
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防止出现

“上热中温下冷”现象。要注重统筹
兼顾。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与党史学
习教育、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
来，以教育整顿成效推动高质量发
展，以发展实绩彰显教育整顿成
果。要提升整顿实效。教育整顿中
学习教育环节是基础，在做好规定
动作的基础上，持续抓好典型示范
引领，挖掘创新特色亮点。持续强
化边学边查边改力度，把以考促学
贯彻教育整顿始终，提升整顿实
效，打造政法铁军。

张彤赴金口河区、峨边彝族自治县督
导森林防灭火工作时强调

抓实抓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
坚决守住“两个不发生”底线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3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赴金口
河区、峨边彝族自治县督导森林防
灭火工作。市政府秘书长王玻参
加督导。

“目前森林防灭火工作还存在
哪些方面的隐患？”“群众发动起来
了吗？森林防灭火‘十户联保’机
制落实没有？”“防灭火应急设施设
备 准 备 得 如 何 ？能 否 有 效 使
用？”……张彤先后前往金口河区
和平彝族乡、金口河区森林专业扑
火队、八月林自然保护区、四川黑
竹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南林业
局 616 林场等地督导森林防灭火
工作。督导过程中，张彤与干部群
众、森林防灭火监测点工作人员、
林区检查站卡口值守人员、护林
员、扑火队员等深入交流，实地察
看各地森林防灭火设施设备储备
情况及森林防灭火巡护记录，进行
现场抽查，详细了解森林防灭火末
端发力终端见效机制落实情况。

张彤强调，当前正值森林高火
险期，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
作，坚决守住不发生人为森林火
灾、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要紧
盯清明节、五一节等重要时段，紧

盯林场林区、山区等重点区域，紧
盯重点人群，分类细化管控措施，
加强隐患排查与整改，全力以赴、
严防死守，切实封住山、看住人、管
住火源，绝不能有任何闪失。要应
急备战防患未然，营造强大宣传声
势，形成联防联动、群防群治、层层
抓落实工作格局。要加强应急处
置保障，加大投入，抓实抓细人防、
物防、技防各项措施，做好应急准
备，构建科学有效的森林防灭火指
挥体系，科学研判火情、预测预警、
应对火情，加强扑火队伍训练与应
急演练，提升实战能力，确保人民
群众安全和救援人员安全。要强
化值班值守，压实责任严明纪律，
将工作责任和任务落实到最小工
作单元，全力以赴抓落实，坚决打
赢森林防灭火人民战争。

当天，张彤还调研了峨汉高
速（峨眉山市至金口河区段）建设
情况。张彤强调，峨汉高速是扶
贫大通道、旅游大通道、救援大通
道，相关单位要加强协调配合，加
强统筹规划，科学组织施工，全力
做好要素保障，攻坚克难，全力推
进，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早日发挥
效益。

市领导赴犍为县暗访督导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

提高政治站位勇于自我革命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近日，沐川县
公安局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

活动中，民辅警首先观看了警示教
育片。通过了解发生在身边的典型违纪
违法案例，剖析问题根源所在，举一反
三，增强自我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
定力。随后，沐川县公安局局长吕建军

以“铸牢忠诚信念，传承革命精神”为题，
为民辅警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教育课。

民辅警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提高党性修养，严守纪律底线，切
实做到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沐川公安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