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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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
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
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
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
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
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
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
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
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
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进一
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
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
动。

（下转第2版）

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
——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初显成效
四个方面变化明显

自“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共建，
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市
城管局向市中区海棠街道、绿心街道及
通江街道所辖的37个社区，派驻执法中
队和环卫作业小组，全面实施网格化管
理，强化日常巡查检查，合力解决影响城
市环境的突出问题和市民关注的热点问
题。同时，开展“周五大扫除”“打造全省
最干净城市公园”“中心城区卫生死角有
奖举报征集”等活动，取得了四个方面的
良好效果——“三无小区”卫生死角得到
进一步清理；营造出良好的活动宣传氛
围；基层互动、沟通机制进一步顺畅；执
法力量进一步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得到
创新，网格化管理更加到位。

“在树立典型的同时，要针对问题补
短板，进行清单式整改，并及时反馈。”

“下一步要以投诉导向为抓手，切实解决
好群众反映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做好
环境卫生评比督查。”……在4月9日召
开的“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共建，打
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领导小组联席
会议上，与会人员分享了工作经验，并对
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评优示范
带动多方共同参与

近日，“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
共建，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第一

季度评优名单揭晓，白塔街社区-滨河
路等7个“最干净街巷”、乐达社区-时
代青江二期等9个“最干净小区”、蟠龙
社区-乐山市嘉州学校等8个“最干净
单位”出炉。

记者在“最干净单位”之一——乐
山市嘉州学校看到，校园环境优美，操
场、楼道、食堂干净整洁。乐山市嘉州
学校副校长周洋介绍，该校同街道、社
区等形成合力，共建文明校园，巩固创
卫成果，确保校园保洁消毒工作常抓不
懈。同时加强常规管理，结合劳动教
育，引导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践行

“五育融合”。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加大
力度，抓小抓细，巩固卫生文明成果，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市中区通江街道办事处主任夏维
表示，作为“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
共建，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的子
活动，“最干净街巷”“最干净小区”“最
干净单位”评优活动调动了辖区单位和
社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大家主动维护
环境卫生，共创美好家园。

“工作成效明显，群众满意度不断
提升，投诉率不断降低。”对于“市区一
体，城管、街道党建共建，打造全省最干
净城市”工作，夏维感触很深。他说，城
管执法力量下沉，与街道、社区力量有
效整合，同时统筹辖内公安、市场监管
等力量，形成了共同巩固卫生成果、维
护街道社区环境卫生秩序、解决群众身
边卫生问题的平台机制，让群众关心的
问题得到统一收集、统一调度、落实解
决，有效回应了群众关切，提升了城市

治理水平和卫生环境管理水平。

持续推进
巩固深化工作成果

为了进一步巩固深化国家卫生城
市创建成果，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乐山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保障，今年2月
底，“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共建，打
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启动。市中区
委、区政府和市城管局共同开展党组织
示范引领行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行
动、环境卫生能力提升行动、市容秩序
提升行动、违法建设治理攻坚行动和

“三无小区”规范治理行动“六大行动”，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驻点联动制度、考
核评比制度，健全管理标准体系，严格
目标绩效管理和日常执法，努力完成

“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目标。
据统计，截至4月8日，该项工作共

出动人员2283人次，出动清理车辆121
台次，清理卫生死角135处，清理垃圾约
158吨。处理通过派驻执法中队直接受
理的诉求82起，办结率100%，其中涉
及违规占道等市容问题32起、涉及噪音
扰民问题17起。组织开展宣传工作15
次，累计发放法治宣传册、禁噪标语、门
前三包责任书等500余份。

下一步，“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
建共建，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将
按相关标准和工作要求持续推进，形成
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全面巩固深化工
作成果。

“市区一体，城管、街道党建共建，打造全省最干净城市”工作成效初显——

城市“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4月12
日至13日，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
员娄晓颖率省政府“两纲”（2011-
2020年）终期评估检查组第四组来
乐，对我市“两纲”实施情况进行评
估检查。副市长、市妇儿工委主任
郭捷陪同检查。

在乐期间，检查组采取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现场考察、走访入户等
方式，对我市“两纲”实施情况进行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式评估检查。

检查组指出，十年来，乐山市
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妇女儿童
工作，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
童优先原则，坚持把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放在乐山发展的大局中统筹
谋划推进。立足市情，出台和完善
了一系列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的政策法规，实施了一大批惠及广
大妇女儿童的民生工程，较好完成
了“两纲”规划目标，有力促进了妇

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
展。乐山妇女儿童健康状况显著
好转、教育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保
障体系更加完善、合法权益保护更
加有力，妇女经济能力和参政议政
水平显著增强。

检查组强调，乐山要继续提高
站位，把握趋势，聚焦问题，固强补
弱，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
导向相统一，做好新“两纲”编制与

“十四五”规划紧密衔接，全面提升
妇女儿童工作质量水平。

郭捷在表态发言中说，乐山将
以此次评估检查和制定实施新一
轮“两纲”为契机，认真梳理问题短
板、全面总结经验做法、建立完善
长效机制，将更多涉及妇女儿童发
展和家庭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纳
入市、县“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各部
门专项规划，确保乐山妇女儿童事
业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省政府“两纲”终期评估
检查组来乐检查

本报讯（记者龚启文）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市公安局人口管
理科认真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实践活动，创新推出“五大服
务”便民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户籍问题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
问题之一。为方便群众办事，人口
管理科牢固树立“想在前、走在前、
做在前”工作意识，创新推出“五大
服务”便民措施。一是靠前服务。
针对流动人口急需办理居住证的
需求，开展基层民警进社区、进企
业、进单位活动，第一时间收集相
关人员信息，提供居住证信息上门
采集服务。二是精准服务。借助

“人口资源备份库”“一标三实”等
信息支撑，实行待办信息及时采

集、及时推送、及时反馈；通过系统
比对、人工复查的工作模式，第一
时间获取身份证即将过期、身份证
已办理成功等人员信息，积极实行
精准比对、精准服务、精准送证的
便民举措。三是热情服务。成立
以党员为先锋的流动服务队11支，
为腿脚不便、身患重症的群众上门
送服务。四是智慧服务。主动对
接科技公司，打通数据壁垒，升级
完善户籍系统功能，为集体户成员
打印集体户首页、家庭成员户口
页。五是跨域服务。在确保数据
安全稳定的前提下，集中开放死亡
注销证明、户籍证明等部分户籍证
明权限，授权基层公安机关跨域打
印资料，方便群众办理社会事务。

办理户籍不再愁
“五大服务”暖民心

“执法力量下沉，城管和社区
联系更加紧密，解决问题更加及
时。”

“街道、小区环境卫生进一步
提升，群众感到满意。”

“最干净街巷、小区、单位评比
是很好的激励机制，起到了示范带
动作用。”

……
4月9日，“市区一体，城管、街

道党建共建，打造全省最干净城
市”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召开。
会上，与会人员谈得最多的就是

“实效”。
近来，市中区委、区政府和市

城管局坚持市区一体，全面落实网
格化管理措施，向“打造全省最干
净城市”目标奋进，通过转变基层
治理模式，创新方法、长效管理，让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得以巩固，
城市环境卫生进一步提升。

■ 记者 罗晓玲

本报讯（实习生 薛宇枫 记者 张斯
炜 杨心梅 文/图）倚靠美女峰，远眺大
渡河。绿水青山云集的沙湾区沙湾镇
三峨山村自然条件优越，拥有发展旅游
的巨大潜力。三峨山村以创建“四川省
2021年度乡村振兴示范村”为契机，主
动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瞄准全域旅
游“大蛋糕”，主动融入“大峨眉旅游
圈”。

“过去，这边山上种的多是巨桉树，
今年我们再次换种，栽下红玉兰、海棠、
美国碧桃、美国红枫、国旗红紫薇等名
贵花木10万余株，提升树种品质。同
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
景区环境，打造‘四季有花’的自然景

观，吸引游客停留。”三峨山村党支部书
记杨仕刚自信话语的背后，是当地坚定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行动自觉。

下一步，三峨山村将重塑村民房前
屋后的环境风貌，计划在年内推出特色
民宿，同时厚植沫若文化，带动研学旅
游，实现旅游景点“串珠成线”。

“不仅如此，我们还引进业主投资，
通过‘企业+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杨
仕刚告诉记者，“目前，三峨山村已打造
幸福农场150余亩，2021年计划种植名
贵花木400亩，2022年扩大至700亩。
村民们对家乡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三峨山村 在绿水青山中“挖掘”金山银山

三峨山村美景似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