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曲模转石 记者 赵芳
莹）连日来，马边彝族自治县三河
口镇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创新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党员干部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彝汉双语式的生动讲解，让彝
族党员干部深刻了解党的辉煌历
程；“机关夜校”的培训课堂上，干
部职工轮流授课，将党在各个阶段
的光辉历程串成一个“长篇故事”；
妇女节座谈会，彝族妇女现场畅谈
新时代美好生活；镇内4所中小学
校利用课间操和体育课等课内外

时间，师生手拉手齐跳欢快的彝族
达体舞展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为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氛围，该
镇各村党群服务中心还设置了“中
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主题宣传走
廊，将党的历次大会会址照片和会
议简介进行展示，让办事群众和党
员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通过
开展党员干部“心”行动，推行“10
件实事我来办”活动，民间“德古”
座谈会、环境卫生整治等系列活
动，为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共
话幸福彝乡美好生活开启新篇章。

马边

双语讲党课夜校作研讨

■ 实习生 薛宇枫 记者 张斯炜 杨心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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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殷瑛珞）为深入
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日前，省公
安厅队伍教育整顿第十联系指导
组、市公安局队伍教育整顿办、市公
安局市中区分局在市中区茶坊社区
举行队伍教育整顿评价座谈会，特
邀社会各界代表对全市公安工作和
公安队伍建设提出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在肯定我
市公安工作成绩的同时，结合自身
经历、见闻、感受，指出乐山公安在

队伍作风建设、执法规范化、为民
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
提出建议。

“感谢大家对公安工作和公安队
伍建设的关心、支持和监督。”在听取
相关意见和建议后，市公安局队伍教
育整顿办相关人员表示，全市公安机
关将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按时高质
量完成教育整顿任务，打造一支党和
人民信得过、靠的住、能放心的公安
铁军。

乐山公安队伍
教育整顿评价座谈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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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大景区厚积薄发

不止于“山上礼佛、水上观佛、岛上
拜佛、晚上祈佛”，还能打卡乐山大佛文
化广场、和晚熟的油菜花合影……；登峨
眉山金顶观云卷云舒，在清音阁、万年
寺沿线参与露天剧本游、自然科普体
验、感恩祈福等体验活动……刚刚结束
的清明假期，乐山大佛景区、峨眉山景
区核心引力进一步加强，依旧是来乐游
客的游玩首选，游人接踵而至，旅游接
待异常火爆，游客总量占全市37家A级
旅游景区总接待量的29.93%。

于两大核心景区而言，这样的火爆
程度并不是偶然，而是厚积薄发——

“目前，乐山大佛景区‘南北扩容、东
西提升’空间发展格局已迈出了牢固稳
健的步伐；游山游江游城新型融合模式，
成功弥补乐山文旅业态空白格；本土文
创品牌‘大佛印象’已成为嘉州文化传播
的活IP……”“峨眉山景区统筹山上山下
资源，加快转型升级、深化融合发展、扩
展消费空间，优化‘全域全龄全时’产品
供给，实现从拜佛到禅修、从观光到度
假、从旅行到旅居‘三个转变’。”两大景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景区发

展日新月异，未来无限可能。
核心引领魅力无限，清明假日，我市37

家A级旅游景区三天累计接待游客38.38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243.66万元，较
2019年分别增长8.20%和1.87%，较2020
年分别增长419.37%和508.86%。其中，
乐山大佛景区三天累计接待游客7.29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534.21万元；峨眉山景区
三天累计接待游客4.45万人次，实现门票
收入557.21万元。

新兴景区景点锦上添花

“走，到苏稽看鱼鹰表演！”清明假
日，市民朱女士带着重庆来的朋友玩转
苏稽。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行业融入，
突出资源转化，优化产品结构。近年

来，我市文旅不再仅仅依靠“老牌”景区
独秀，更有新兴旅游景区景点锦上添
花，为传统热门景区分流“降压”，丰富
乐山文旅产品供给。“今年3月，我市推
出以‘书香、菜香、茶香、花香’为主题的

‘四香’系列活动、四个系列‘十大’春季
旅游线路和峨眉山景区、嘉阳·桫椤湖
景区、天福观光茶园、红珠山宾馆、峨眉
山大酒店等景区、酒店优惠政策，有效
促进了乐山特色的展现和乐山旅游的全
面复苏。”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清明假日期间，我市全新打造
的文旅融合型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46
万人次，已然成为新兴旅游景区景点的
中坚力量，极大提升了游客来乐旅游的
体验感与满足感。

与此同时，乐山全域旅游地图和旅
游攻略在网上热度不减，乐山“新十景”

和季节性特色文旅产品，受到游客追
捧。其中，以创建天府旅游名县为契
机，市中区重塑老城区文化格局，累计
接待游客25.23万人次；借势仁沐新高
速通车，马边旅游异军突起，累计接待
游客4.37万人次……

为“舌尖上的乐山”而来，市中区张
公桥好吃街、嘉兴路美食街、东大街、嘉
州长卷天街等地人潮涌动，跷脚牛肉、
牛华麻辣烫、甜皮鸭、西坝豆腐、钵钵鸡
等成为游客朋友圈的“宠儿”；享受卧听
三江潮的乐趣，我市品质住宿再创新
高，重点酒店平均入住率达73.48%、精
品民宿平均入住率达74.35%……

深耕文旅融合、扩容提质、景城一
体、全域旅游“四篇文章”，清明假日，我
市文旅行业书写了“让游客玩得舒心、
玩得放心”的乐山答卷。

我市文旅呈现“爆发式”复苏趋势 本报讯（陈磊 周家伊）为进
一步推动农业多贡献、工业挑大
梁、投资唱主角、消费促升级，确
保完成全年项目投资目标任务，
日前，金口河区举行2021年一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集中
开工 22 个项目，总投资 15.03 亿
元。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涵盖文化
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民
生、工业能源、乡村振兴等多个领
域，对金口河区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稳定经济增长、奠基长远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悉，此次项目集中开工是金
口河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的关
键举措,也是该区主动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打造内外
循环引擎,发挥投资核心牵引作用
的重要抓手,是该区践行“生态立
区、产业强区、旅游兴区”发展定位
的生动写照。

金口河区22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日前，
记者从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获
悉，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高我市文旅系统、高校以及新文
艺群体青年文旅专业人才的专业
素养，展现精神风貌和青春风采，
日前，由乐山市文化艺术研究所联
合市图书馆、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
院主办的“畅所艺言·青年之声”互
动交流讲堂正式设立。

据悉，讲堂围绕把握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将致力
于促进校地合作，为我市从事文

化艺术旅游等相关专业青年人才
的成长、成才搭建一个相识、相
知、相学的平台；实现教学相长，
促进专业知识交流、分享、提高，
营造爱学习、肯钻研、敢担当、有
作为的积极氛围，为我市文旅事
业的高度融合、阔步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我们将以创新的活动形式，
丰富的活动内容，定期组织青年专
业人才开展文学、戏剧、音乐、美
术、曲艺等专业知识和经典图书推
荐导读以及旅游相关专业知识的
交流、分享、互动。”乐山市文化艺
术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设立“畅所艺言·青年之声”
互动交流讲堂

4月春风拂面，嘉州绿心公
园内的蔷薇花悄然绽放，吸引不
少市民游客前往打卡。昨（5）
日，记者在嘉州绿心公园芦山湿
地附近看到，一大片红色、白色、
粉色的蔷薇挂在枝头，形成一片
花海，游人在花丛中漫步、拍照，
感受“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
的优美意境。 记者 张波 摄

嘉州绿心公园

蔷薇花开春色美

切割、冲压、焊接、打磨、安装、搬
运……经过繁杂的工序，一片不锈钢经
历了从原料到餐厨用具转型的旅程。日
前，记者在位于沙湾经济开发区的乐山
市四通不锈钢有限公司看到，不锈钢成
品陆续打包装车，将运往成渝地区餐饮
店铺的厨房。从星级宾馆到街边小吃，
四通不锈钢的产品凭借自身的“法宝”，
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在生产车间一角，四通不锈钢公司
经理王党明向记者亮出了公司的“明星
产品”——节能蒸煮炉。一个个看似普
通的蒸煮炉底部却另有乾坤：一根封闭

的不锈钢发热管，让其在节能方面大幅
领先传统产品。

“通过这个发热管，它产生的热能可
被桶里面的水充分吸收，95%的燃烧值
都可以充分利用，从而达到省电、省气
的效果，通常节能程度超过传统产品
40%。”王党明介绍，节能等于提升利润
率，有了这项“小改进”，产品备受市场
青睐。

四通不锈钢是产业链下游企业，落
户沙湾经济开发区以后，便考虑产品的
差异化，提升竞争力。企业投产第二
年，就投入300万元，自主研发了这款新
产品，取得良好市场反馈。如今企业日
均生产200余套节能蒸煮炉，最高峰时

日产量达400余套。随着产品的供不应
求，四通不锈钢也开始继续租下厂房，
进一步扩大规模。

王党明认为这个“改进”主要是受
到政策大背景、市场大趋势的影响。

“市场需要节能减排产品，沙湾区正加
大对企业节能技改资金的支持力度，
作为成长中的企业，我们选择效率最
高的方式来适应当前形势。”王党明

说，餐厨用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当初选
择来到沙湾经济开发区落户，便是看
中这里发展潜力巨大，是发展不锈钢
产品的优选之地。

“明星产品”打开市场，塑造品牌，企
业借力拓展不锈钢厨柜、箅子等产品的
开发生产。身处全市工业“一总部五基
地”中的冶金建材基地，四通不锈钢的
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顺。

四通不锈钢：“小改进”成“大法宝”

大佛景区、峨眉山景区玩
法丰富，文旅融合型景区和乐
山“新十景”、季节性特色文旅
产品受追捧，“乐山味道”成为
节日“爆款”……今年清明假
日，乘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好转，旅游市场开启‘绿
灯’”的东风，我市文旅呈现

“爆发式”复苏趋势。

■ 记者 杨心梅

乐山大佛景区游人如织 李丽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