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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加强犍为县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保障城市道路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增强道路交通管理执法透明度，现将本次启用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通告如下：

一、启用时间：2021年4月20日零时起。
二、违停抓拍点位：
1、瑞雪路与岷江北路交叉路口2、孝姑路与古郡路交叉路口3、鹭岛大门外停车场（岷江北路）4、油榨街与滨江路交叉路口5、新仁巷与

滨江路交叉路口6、学府街与滨江路交叉路口7、文卫街与滨江路交叉路口8、梧荫街与滨江路交叉路口9、凤岭街与滨江路交叉路口10、外滩
路与滨江路交叉路口

三、违停抓拍范围：上述路段内（泊车位除外），对违法停车、违反禁令标志、违反禁令标线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
请广大驾驶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共创安全畅通交通环境。
特此通告

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4月10日

犍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通告

新华社北京 4月 11日电 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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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永远
跟党走”为主题，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
教育活动，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
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
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激
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
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把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热情转化为实际行
动，为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通知》明确，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
为2021年 5月前，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全国
两会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精神，展示“十三五”时期发展
的辉煌成就，宣传“十四五”时期
发展的美好前景。第二阶段为
2021年 5月至年底，六七月间形
成高潮。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党中央正式宣布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等，组织开展主题突出、特
色鲜明的群众性主题活动。

《通知》指出，要广泛开展各类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党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活动。引导
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围绕完成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中心任务，奋发进取、
建功立业。二是入党宣誓活动。利
用革命旧址、革命纪念馆、烈士陵
园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新党员入
党宣誓活动，开展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活动。三是讲党课和优秀党课展
播活动。广泛开展“党课开讲啦”活
动，组织各级党组织书记、党员领
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老党员等
讲党课。各级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
党员教育平台开设专题专栏，集中
展播一批精品党课。四是学习体验
活动。聚焦建党百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等，精心设计推出一批学习体验线

路和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引导干部
群众就近就便开展实地考察、国情
调研。五是主题宣讲活动。广泛组
织开展百姓宣讲活动，邀请重要事
件亲历者和见证者、理论工作者、
实际工作者，特别是时代楷模、最
美人物等深入基层开展巡回宣讲。
六是青少年心向党教育活动。制作
播出“开学第一课”电视专题节目，
组织全国大中小学开展专题党团
队活动等，引导广大青少年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加强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
习，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七是各类
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开展主题作
品征集和展示展播活动，开展微电
影、微视频等融媒体宣传活动，开
展红色题材影视剧展播。巩固深化
国庆新民俗，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
育活动，深化“我们的节日”活动，
在城乡社区举办邻居节，推动形成

良好风尚。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坚持正确方向，注重思想内涵，
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与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结合起来，营造“党的盛典、人民
的节日”浓厚社会氛围。要紧密结
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多用群众
喜欢听、听得进的语言，多建群众
爱参与、能参与的平台，组织开展
各类特色鲜明的活动，增强宣传
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要精心
组织安排，加强组织领导，务求取
得实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力戒铺张浪
费。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各项活
动安全有序。

《通知》还同时发布了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标语
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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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1日，河北省迁安市杨家
坡民俗文化园第五届梨花节开幕，
满园梨花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

近年来，迁安市大力推动全域
旅游，着力发展休闲农业和旅游观
光。目前，该市已建成观光园、采摘
园等各类休闲农业园区和农庄23
个，休闲农业特色旅游村55个。图
为游客在杨家坡民俗文化园内赏花
游玩。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记者在11日举办的2021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博览会暨数字贸易博览会上了解到，借助
智能制造、数字营销、5G运用、智能融合技术
等数字领域成果，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和数字
企业参与电商数字化变革，助力传统电商转型
升级，打通电商全产业链发展。

记者在数字贸易展区看到，江苏东大集成
电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展示了工业级手持终
端、超高频射频识别和视觉识别产品，产品及
智能采集融合技术广泛应用于物流快递、零售
电商、生产制造、医疗卫生、公共事业等行业领
域。此外中国移动、美的美云智数、深圳盈达
信息等10多家国内高端数字企业也纷纷展示
了智能制造、大数据、数字营销等方面的数字
化最新成果。

“海外需求依然在，只是呈现出数字化、碎
片化的订单趋势，制造企业迫切需要在管理、
生产和供应链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革。”义乌圣
淳纺织负责人黄雁阁介绍，疫情期间他们线上
订单占比已从20%增加到近70%。下一步企
业非常需要在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等方面与有
技术优势的数字企业合作。

数字化变革助力中国电商高质量发展

医卫

云南省多措并举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
保工作，自2018年11月组建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以来，全省已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1.39亿元。

据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局长黄宏伟介绍，云
南省医疗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着力推进医保
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2018年 11月以来，全省已累计
兑现欺诈骗保举报奖励8.99万元，公开曝光欺
诈骗保典型案例584例。

云南严打欺诈骗保
累计追回医保基金逾11亿元

山东近日下发通知，将在 4月份第三周
(19日—25日)组织开展为全省中小学学生集
中办理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集中办证周”)
活动，以保证全省中小学校学生顺利参加会考
和中考、高考。

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教育厅近日联合下
发的《关于为全省中小学校学生集中办理居民
身份证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面
梳理辖区内年满16周岁未申领居民身份证以
及居民身份证有效期即将到期的适龄学生人
员名单，逐级推送到基层公安派出所，结合“百
万警进千万家”活动，逐一通知到每个家庭、每
位学生。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辖区内中小
学校广泛宣传“集中办证周”活动，提前组织告
知未申领居民身份证学生做好申领准备，提醒
已申领居民身份证的学生查验证件有效期，视
情做好换领、补领，未满16周岁的学生也可自
愿申领。

服务

山东将给中小学生
集中办理居民身份证

民政部日前发布消息，经地方申报、实地
调研、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民政部同意将河
北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乌
兰察布市集宁区，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吉林
省永吉县，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江苏省
南京市建邺区、东台市，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
区、宁陵县，湖南省澧县，广东省广州市，重庆
市大足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陕西省宝鸡
市金台区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实验时间为期三年。

民政部要求上述实验区，围绕婚俗改革试
点主题，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力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倡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
婚姻家庭价值取向，遏制婚俗不正之风，不断
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风貌，为推进
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民政部确认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
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社会

（上接第1版）
提升品质、叫响品牌，马边茶叶已成为

小凉山彝区贫困老乡“致富叶”。在马边新
开业的茶叶交易市场，马边茶呈现量价齐增
的良好态势。“今年春茶，鲜叶交易最高达到
110 元一斤，干茶平均达到 450 元一斤，较
2020年增长 20%左右！”朱玲介绍说，随着
高速公路的开通，到马边来采购茶叶的客商
络绎不绝，目前每天茶市交易鲜叶在20吨
以上，干茶4000公斤以上。预计今年马边
春茶干茶产量在5400吨左右，产值将达8.5
亿元。

彝茶之乡 美名千里远扬
马边茶业协会会长李贤波号称“马边彝

茶第一人”。
李贤波的彝茶技艺来自水普武花（又名

“杨玉珍”）。明朝初年，彝族水普家的一个分
支迁到马边彝族自治县铁觉乡羊子坪，传到
现代历时600多年。1935年，3岁的杨玉珍
被掳到水普家作了“娃子”，取名水普武花，便
跟随水普家制茶人采茶制茶，杨玉珍27岁逃
离水普家，后嫁到劳动乡来龙村，恢复汉名杨
玉珍。李贤波的母亲周元玲拜杨玉珍为干
妈，李贤波从小跟随杨玉珍采茶制茶，使此项
传统彝族制茶技艺得到了恢复和完善。

悉心研茶三十载，李贤波坚守着茶人的
淳朴与执着，坚守着对茶叶、茶农和故乡的热
爱。他说，马边彝茶制作技艺，集马边彝族当
地原生茶叶、原生器具、特色技艺为一体，其
手工制茶技艺传承上百年，是马边小凉山彝
族最具特色的制茶技艺。

马边彝茶（红茶、黑茶）在制作中各有不
同。比如制作红茶时有选茶、采茶、摊凉、辗
茶、发酵、吊炒、精选等7道工序；制作黑茶有
选茶、采茶、摊凉、杀青、揉茶、轻炒、发酵、晒
干、成型等9道工序。

李贤波介绍道，吊炒是彝茶最显著的特
色，吊锅由彝家传统的吊锅演变而来，以山中
20年生以上的青杠树木碳为燃料，将发酵后
的茶叶放在锅里翻炒，其炒制技法分为中火
炒、文火焙、大火提香三道工序，并以特定手
法将茶叶炒干出醇香为止。

在李贤波的带动下，他的10多名徒弟逐
渐掌握了彝茶（黑茶、红茶）的制作工艺，成长
为新生代的制茶师。

“采茶者用心，制茶者专心，品茶者舒
心。”品茶如品人。勤劳勇敢的边河儿女，用
他们的匠心护茶爱茶，将梦想在碧水青山间
变作缭绕指尖的屡屡芬芳。

（上接第1版）
科技创新人才源源不断，汇

聚起迈向高端的强劲动能。

产业强市进高端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在“备

战备荒为人民”的特定历史背景
下，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
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在我国西
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长达20
年的三线建设时期，大批工业企
业和科研单位进驻乐山，带来了
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引来大
批科技人才，在我市地方建设史
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龚嘴电站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
的水电站；乐山造纸厂为我国自行
设计建成的第一家生产高纯度绝缘
木浆和电力、电子工业用纸的重点
企业；东风电机车为军工和科研单
位生产专用电机……除此之外，中
国核动力研究院专门从事核动力

反应堆工程技术开发，成为中国核
能研究重要基地；西南物理研究所
在核聚变和“受控”研究上取得重
大成果，“中国环流器一号”装置的
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受控核聚变
研究进入新阶段。三线建设企业多
项产品和科技成果填补了国内空
白，甚至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过往优势，今有传承。善用科
学力量，创新更具光芒。正是坚持
不懈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才有了
如今世界光伏看中国、中国“硅
谷”在乐山的光芒万丈。

树脂厂的废渣成为水泥厂的
原料，水泥厂产生的水蒸气用于
多晶硅生产，多晶硅生产中的废
渣又成为水泥制造的原料。多晶
硅为龙头，配套树脂厂和水泥厂，
构筑起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的
内部生产循环。循环成链最大化
成本优势，光电信息力争上游。
2020年，乐山保持多年前列的高

纯晶硅产量问鼎世界第一。
光电信息并非一枝独秀。“产

业强市”引领，保护与利用好本地
资源，科技创新驱动“高”“新”

“绿”转型，这里撑起了产业发展
“高地”。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核电
电缆纳入我国三代核电全球首堆

“华龙一号”项目，福华集团的草
甘膦、双甘膦产销量居世界前列，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一度
跻身全国稀土行业前三甲，四川
华构住宅工业有限公司装配式建
筑PC+一体化制造国内领先，四
川中新房绿色智能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开展了省内最早的装配建筑
营造，四川蓝邦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废弃油脂转化柴油走在全国
前列，四川川南减震器集团有限
公司制造了中国第一支液压弹簧
复合式摩托车减震器，农夫山泉
峨眉山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国家

4A级景区使名山秀水和企业文
化碰撞出惊艳火花，法国保乐力
加集团在这里填补了四川乃至全
国高端威士忌产业空白……“乐
山造”高端产品享誉国际国内。

携手中科院，专门机构接轨
前沿信息，乐山成为省内第二个
建立中国科学院科技信息服务平
台的地级市。“一总部五基地”工
业布局下，光电信息、先进材料、
绿色化工、食品饮料和数字经济
的“4+1”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渐
入佳境。“中国绿色硅谷”“新型化
工园区”“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
园”等特色园区建设加快进度，建
链、补链、强链，新兴产业的动能
前所未有。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
期。如今的乐山，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科技创
新持续发挥着乘数效应，形成滔
滔之势，滚滚奔流入海。

科技创新迈向高端

来自欧洲16个国家100多所华文学校的
代表10日齐聚“云端”，召开“首届欧洲华文教
育大会暨华校校长论坛”，为欧洲华文教育发
展出谋划策。

本次线上会议为期两天，11日结束。200
多名教师代表对欧洲华文学校面临的挑战和
发展战略进行探讨，以专题演讲、分组讨论等
方式分享治校和教学经验。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总领事
童学军在会上致辞说，这次会议是英欧华文教
育界的一件大事。随着中英、中欧之间人文往
来不断加深，英欧侨社和当地社会对华文教育
的期待不断提高，广大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需
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全面推动华文教育

“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加快华文学校
转型升级。

文化

首届欧洲华文教育大会
探讨华文学校发展战略

（以上均据新华社）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