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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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大河，波澜不惊顺流入海；山水之间，迸发
的灵气延绵不息。三江汇聚奔流不息，这里集“名山
名佛名城名人”于一体，古人曾赞美这片山川形胜之
地，为蜀中之冠。

科技是强盛之基，创新是进步之魂。乐山，用它
的坚韧不拔，推动科技创新迈向高端。

灵山秀水育人才

2019年开始，地处峨眉山支脉封顶山下的沙湾
区太平镇绿化村，吸引7名北京大学等名校毕业的博
士，隔三岔五地往山上跑，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结
合脱贫攻坚，根据土壤地图发展起佛手柑种植。“博
士上山”以后，把研究方向与当地破解产业发展瓶
颈，延伸加工产业链结合起来，试制出精油、甘露、佛
手茶、佛手酒等一件件深加工的样品，推动这片“绿
色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手柑种植基地。

同样的模式在相隔不远的太平镇挹峨村也得到
推广。中国国药集团联合郭宝林团队专家工作站，
在这里发展起全国规模最大的淫羊藿种植基地之
一。

“国”字号基地层出不穷，充分说明：科技创新，
关键在人。乐山，沐浴着千年来的三江之灵气，保持
着旺盛的崇尚科技创新的精神。

在乐山出生，郭沫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
欧阳予成为中国自主设计建成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
电站的工程总设计师；来到乐山，侯德榜在新塘沽将
侯氏制碱法发扬光大。而乐山籍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光电信息专家黄尚廉，国际眼科专家毛文书，华
罗庚恩师胡坤升，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机化学家唐勇
也是灿若星斗，他们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科技创新工
作中，帮助祖国在各领域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

来到“旅游兴市、产业强市”的新发展起点，这片
灵山秀水之地，育人才与引人才齐头并进，形成科技
创新的重要支撑。

内部，每年众多高校毕业生投入到乐山发展中，
适合乐山产业发展的光电信息等专业人才在这里供
不应求。外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创业顶尖团队引

进计划”“领军人才引进计划”“千名硕博人才引进计划”等引才计划，人才队
伍不断壮大。博鳌亚洲论坛演讲嘉宾、奇点大学顾问、数学博士Ben Go-
ertzel，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计算数学工程继任者、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
Michael Saunders等一批国际高精尖人才通过柔性引才建立关系；乐山高
新区与西南交大峨眉校区及德国奥斯特法利亚应用科技大学携手，共建四
川（乐山）中德科技促进中心，科技创新成果在乐山高新区转化落地，“海外
人才飞地”的模式走在前列。

“智库”增加，科创增强。截至2020年，全市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4家。高新技术企业109家；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145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3家。组织实施市级科技项目立
项244项；申报获得省级科技项目立项72项。新申请专利2923件，其中发
明392件；专利授权2026件，其中发明112件。仅2020年，就新引进A类高
端人才5名，申报2项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项目，6名院士与市内多晶硅、
先进材料、食品饮料等主导产业重点企业达成研发创新合作意向。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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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波）4月10日至11
日，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杨发航一行来
乐，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调研第
十一届中国曲艺节筹备工作情况。市
委副书记高鹏凌出席座谈会。中国曲
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黄群，省文联
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省文艺志愿者协
会主席李兵参加调研。副市长周伦斌
陪同调研并主持座谈会。

杨发航指出，乐山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优美的自然山水、美丽动人的故事和
优秀的文艺人才资源，要提高政治站位，
务实创新，充分认识办好中国曲艺节的
重要意义，把曲艺节办成一届高水平有
特色的艺术盛会。要突出重点，抓住亮
点，推动乐山曲艺事业发展，通过曲艺节
出精品出人才，擦亮沫若文化品牌，培养
一批新文艺群体和曲艺社团，营造浓厚
的文化氛围。要上下联动，密切合作，精
心组织实施筹备工作，并着眼乐山未来
发展，凝聚曲艺界智慧和人才力量，为曲
艺节完美亮相出谋划策。要加强领导、整

合资源，及早行动，建立工作专班，让中
国曲艺节成为全国人民的快乐学、幸福
课，乐山乐水乐在其中。

高鹏凌表示，中国曲艺节作为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
曲艺盛会，首次花落西南，就选择乐山，
这是对乐山的看重和信任。乐山对举办
大型会展、文旅活动已积累了丰富经验，
首次承办国家级文艺盛会，必将精心组
织、全力以赴，突出创新与传承，加快实
施《曲艺事业发展三年提升行动计划》，
做好经费保障、曲艺传承等工作，切实将
节会筹备转变为推动乐山曲艺发展的信
心，将节会筹备与成渝地区双层经济圈
建设结合起来，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结合起来，办好曲艺界的艺术盛会、人
民群众的文化大餐，确保办出一次高规
格高品位有特色的国家级盛会。

期间，杨发航一行先后前往峨眉山市
象城大剧院、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中心、
犍为罗城古镇、沙湾沫若戏剧小镇、郭沫若
故居、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等地调研。

中国曲协调研组来乐调研第十一届中国曲
艺节筹备工作情况

办有特色高水平的艺术盛会

·巨变

■ 实习生 薛宇枫 记者 张斯炜

本报综合消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王成栋 记者 谭智鹏）“启程！”4月
9日10时30分，满载1250吨四川茶叶
的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启程前
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是我
省发出的首趟茶叶国际专列。

按照计划，专列将在4月底抵达塔
什干。首发专列共50柜，均为乐山市
夹江县所产绿茶。

作为西部农业大省，我省多个特色
农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且品质上佳。
以茶叶为例，全省仅春茶产量就达12
万吨，稳居全国前三。但长期以来，川
茶从本土出口占比不足总量的零头，而
缺乏稳定、完善的运输渠道是限制性因
素之一。

年初，为支持川茶开拓、深耕中亚
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省农业农村
厅、省商务厅、成都海关等单位和部门
决定支持开设中亚班列。省农业农村
厅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后将会整合“川
字号”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资
源，实现出口班列的定期化、常态化运
营。

省政协副主席祝春秀到场致辞并
宣布发车。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彤，市
委常委阿刘时布，副市长陈长明参加活
动。

满载1250吨川茶

我省首趟茶叶国际专列开往中亚

本报讯（记者 方方）在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中，国家税务总局乐山市税
务局结合老干部、老党员工作特点，
创新推出离退休干部大讲堂，着力在

“新”“活”“实”字上下功夫。日前，乐
山税务离退休干部大讲堂首期开讲，
税务离退休党员干部回首“税”月，用
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据悉，乐山税务离退休干部大讲
堂在学习内容上把握“新”字，聚焦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条主
线，推进离退休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加强离退休干部政治思想建设。每
个季度确定1个学习主题，每月围绕
主题开展1次学习讲堂，设法纪讲堂、
初心讲堂和文化讲堂，引导离退休干

部遵纪崇法、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在学习方式上把握“活”字。跳

出“一人念、大家听”的老模式，该局
成立宣讲团，结合党支部“三会一课”
和主题党日活动，参与和指导离退休
党支部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活动。采
取专题讲座、交流研讨、观看影视片
和实地参观等老同志乐于参与、便于
学习的方式和载体，引导离退休干部
结合自身革命工作经历谈党史、谈思
想、谈认识，起好示范带动作用。

在学习成效上把握“实”字。乐
山税务离退休干部大讲堂将成立“乐
税银龄”志愿服务队，开展“口述历
史”“家乡美”参观、书画鉴赏和志愿
服务等活动，引导离退休人员继续弘
扬税务精神、讲好税务故事，发挥优
势和作用，积极传递正能量。

“税”月如歌 初心如磐

乐山税务离退休干部大讲堂开讲

4月3日，中国乐山·马边第四届小
凉山采茶节如期进行。“中国彝茶之乡”
主题晚会闪亮登场，地理标志产品“马
边绿茶”团体标准及“中国彝茶”之黑
茶、红茶公共辨识标准同时发布。

马边彝茶（红茶）采自海拔 800
米—1200米丹霞山地茶树鲜嫩芽叶，马
边彝茶（黑茶）采自海拔800米—1200
米云雾山区茶树鲜叶。红茶茶汤汤色红
亮，甜香浓郁持久，滋味鲜醇爽口，可冲
四泡不失其香；黑茶经沸水冲煮后茶汤
汤色呈橙黄色，香气高纯，陈香持久，滋
味醇厚、回甘、绵长，可冲五泡而不失其
味。

“黑茶香、出彝乡，形如螺、汤似珀，
味醇厚、陈香久，马边萃、中国味”；“碧山
丹山草木间，品茗最爱彝茶鲜；条索紧细
豪显露，叶匀汤红味甘甜”。黑、红两色，
与彝族群众尊崇的颜色相互呼应。

自古高山云雾出好茶。生态马边、
绿水青山，林木苍翠、山峦起伏，气候温
润、四季分明，在海拔600米—1300米
的二半山区，终年细雨蒙蒙、云雾缭绕，

“茶周有林，林中有茶”的生态茶园星罗
密布。

目前，马边已成为国家茶叶技术体
系示范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全国
产茶重点县。2020年 12月 26日，“中
国彝茶之乡”美名花落边城，彝茶之乡，
茗香悠长。

好山好水 孕育天然好茶

马边产茶历史悠久，从采摘野生茶
到人工种植，延续千年，生生不息。

马边地处四川西南盆地边缘，属于
横断山脉东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
过渡地带，自然环境优美，立体气候明
显，常年湿润的空气及有机质含量丰富
的土壤成为培育天然好茶的温床。

漫山遍野，茶香扑鼻。清明时节，来
到劳动镇福来村六组高山茶叶有限公
司的标准化茶叶示范基地，绵延起伏的
茶山与樱花、李花相伴，滴灌喷淋系统
完善，水池、沟渠、道路配套设施完备。

如今，马边像这样的千亩生态茶叶
基地已不在少数。白杨槽、袁家溪、柏
香等7个万亩示范区，龙沱沟、永青、建

新、井池、柏林、小荣丁、周家沟等15个
千亩标准园，形成了马边百里茶叶产业
示范带。这些茶叶基地，孕育出了风味
独特、品质上佳的马边茶。

围绕“绿色、有机”产业发展定位，
马边推广无公害栽培、测土配方施肥、
绿色防控等生态高效种植技术，茶园管
理实现了全程追溯。

去年4月，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研究员李春华来到马边的茶叶基地开
展现场教学，大力推广“以螨治螨”生物
治虫的方式，确保马边茶“天然有机”。

马边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总农
艺师朱玲介绍道，县委、县政府创新建
立“6+X”名优特农业产业扶贫体系，出
台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30余家茶
叶企业，在厂房设备标准化、农田水利、
科技扶持、绿色防控设备设施、有机农
业投入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

提升品质 培育彝茶品牌

2000 年，大渡河造林局在马边苏
坝镇袁加溪村，垦荒种茶，建设有机茶
基地，开创马边种植、生产有机茶的探

索。
2008年，马边实施从“茶园”到“茶

杯”的可追溯体系，让马边有机茶的品质
得到最佳保证，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017年，马边金星茶业公司的有机
茶获得了欧盟、美国的有机食品认证。

2020年，“马边绿茶”区域品牌地
理证明商标品牌价值14.54亿元，位居
全省第4位。

连续四届举办中国乐山·马边小凉
山采茶节，连续三届在乐山举办马边茶
叶品鉴推介会，生态、有机的马边茶根
植于心。

“生态，不是故作姿态；有机，只为
回归自然。”高山、云雾、茶园间，经过身
着传统服饰的彝族少女采摘、翻炒、揉
捻后，一片片茶叶在杯中翻滚跳跃，让
人嗅到春天的味道。这是2020年央视
推出的首个四川精准扶贫农产品公益
广告——《马边绿茶》的片段。

经过多年的发展，马边茶已涵盖绿
茶、红茶、黑茶、黄茶多个种类。“森林
雪”“文斌绿雪”“马边高山茶”等多个品
牌，以高品质叫响市场。

（下转第4版）

彝茶之乡 茗香悠长
——探寻马边彝茶往昔

■ 记者 罗学锋 陈兴鑫 方方

本报讯（实习生 曾梦园 记者
白建伟）为将公安出入境队伍教育
整顿落到实处，全面落实窗口便民
服务措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多措并举，开展了便利老年人办
证绿色通道、代办邮寄服务、特殊人
群代收现金缴费等系列主题活动。

建立老年人办证绿色通道，减
少老年人等候时间;指示引导老年
人使用办证自助设备，协助老年人
使用自助采集办证照片等，并由前
台窗口受理人员帮助老年人打印申
请表，解决老年人填表困难问题，让
老年人顺利享受智能化服务。开通
邮寄代办服务，最大程度方便办事

群众，降低办证群众健康风险;对申
请人缴费时没有微信、支付宝、银行
卡的，实行代收现金特殊缴费服务，
方便无手机支付条件或无银行卡的
群众和外国人群缴纳办证费用。对
语言沟通不便的外国留学生、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以及亟需使用证件的
群众，为他们针对性开展送证上门
服务，延伸服务触角，真正将便民服
务措施落实到实处。通过开展多种
活动，落实“我和群众心连心，我为
群众办实事”，强化服务意识，切实
做到主动作为、履职担当，为群众办
好每一件实事，保持同群众零距离
关系。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实事

满载满载12501250吨川茶的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开往中亚吨川茶的专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开往中亚 记者记者 谭智鹏谭智鹏 摄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详见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