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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 代翔宇 记者 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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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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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理下移理下移
构建三级构建三级““一次一次就好就好””服务机构服务机构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后，犍为县乡镇由原来的30个合并为
15个，村由原来的347个合并为164个，
分别减少50%、52.7%，镇、村服务半径
明显增大、服务对象显著增多。为了有
效破除服务距离感、增强群众获得感，

该县锚定“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治理效
能”，从构建三级（县、镇、村）“一次就
好”服务机构入手，精准、快捷解决经济
发展、百姓疾苦“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

县政务服务中心持续优化大厅区域
布局，整合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功
能，依托“半小时工作室”，实现办理营
业执照、涉税涉费、印章刻制、银行开户
等“一次就好”，同时规范设置民政、教
育等19个县级政务服务分中心；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15个镇便民服务中心，
匹配内外专网、效能视频监控等设施，
与此同时，被撤并的15个乡镇设立便民
服务点，派驻业务人员，实现“撤机构，
不撤服务”，县行政审批局加强对县级
政务服务分中心和镇便民服务中心的指
导，确保有序有效运转；依托党群阵地，
在合并后的村设置便民服务站164个，
开展各类受理、代办事项服务，被撤并
的村过渡设置服务站183个，村组干部
轮流坐班，为村民提供政策解答和代办
服务。

权力权力下放下放
形成三级形成三级““一次就好一次就好””办理清单办理清单

今年初，四川省金博恒邦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向舞雩镇提出申请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舞雩镇赓即组织有关专家到

现场，开展动物防疫条件选址及风险评
估核查，并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开展县、镇两级同步审核，一周时间便
完成了受理、颁证工作，这是该县首张
由镇颁发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后，该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试点
推出县级“一事一次办”目录清单。围
绕企业开办、投资项目审批、就业创
业、不动产登记等重点领域，梳理“我
要办养猪场”“我要开餐馆”等80件事
项，优化办事流程，推行并联审批，实
现申请材料减少 60%、办理时限压缩
50%；稳妥下放镇“一次就好”权力事
项，根据各镇治理发展需要和承载能
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稳步下放个
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登记等事项 15 项；制定镇村“一次就
好”服务清单，梳理群众关注度高、生
活联系密切事项30余项，规范精简申报
条件、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制发办事
指南并增强宣传力度，助力群众办事

“一次就好”。

服务下服务下沉沉
建强三级建强三级““一次就好一次就好””服务队服务队伍伍

说起“村小二”，舞雩镇玉泉村2组
钟世军情不自禁点赞“好样的”。原来
钟世军因意外事故致残，需要办理残疾

证，他按照“连心卡”上的联系方式，求
助“村小二”便民服务队，“村小二”袁仁
波不仅上门收取相关资料，不久还将办
好的残疾证送到钟世军手上。“村小二”
倾心为村里“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众
提供便捷服务而广受赞誉。

不仅“村小二”，受到广泛点赞的还
有“犍小审”。回忆起去年8·18洪涝灾
后重建，犍为县黄家超市负责人感慨：

“天灾无情人有情，‘犍小审’主动上门
服务、全程代办因灾损毁证照，让我们
感受到了温暖和便捷，我们可以集中有
限的时间和精力抓紧恢复营业。”

便民服务“一次就好”，建强队伍是
关键。犍为县成立项目代办代跑服务
队，实行挂图作战，为四川粤玻玻璃有
限公司、犍为县中小企业孵化园排涝工
程等6个项目提供“保姆式”全程代办服
务，“犍小审”还线下开展导询引领、导
办填单、帮办代办，线上回应群众热点
答疑，代办代跑服务更“广”；选优配强
镇便民服务中心力量，并集中培训2次，
提升办事人员“一次就好”服务能力，让
服务更“精”；针对“老、弱、病、残”等特
殊群体，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等
为主要成员的“村小二”便民服务队164
支768人，发放便民服务“连心卡”2.1万
余张，明确联户干部姓名、联系方式和
联户范围，实现一个电话“上门办、代帮
办”，让服务更“准”。

破除服务距离感 增强群众获得感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犍为县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
“一次就好”便民服务体系——

“村小二”，活跃在村庄田
野、农家院落，让农村困难群
众足不出户享受便捷贴心服
务；

“犍小审”，奔波于企业车
间、项目工地，为经济发展提
供“保姆式”全程代办服务。

这是犍为县浓墨书写乡
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
改革“后半篇”文章，推行便民
服务“一次就好”呈现的靓丽

“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4月29
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
七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
淑芳主持会议，副主任张旭东、何
金文、廖策军，秘书长杨登廷及委
员共30人出席会议。

副市长毛宁，市政协副主席夏
玲，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
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法制
委、城环资委成员和常委会有关办
事工作机构负责人，市级有关部门
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对《乐山市城市管理条例
（草案）》进行了二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关于2020年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査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
通过了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乐
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草
案)》的议案；分组审议了《乐山市
城市管理条例（草案）》；审议通过
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专题询问督办意见办理情况
的报告，并对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办
理督办意见和重点督办事项情况
进行满意度测评。

会议通过了相关人事任免。
会议书面审査了市人民政

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人
民政府〈关于“七五”普法工作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
委会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
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情况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度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
和〈关于2019年度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审
议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书
面传达了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情况的
报告。

会议指出，要继续下足“绣花”
功夫，认真修改完善《乐山市城市
管理条例（草案）》，确保高质量完
成立法；要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权
威；要强化工作统筹，抓好当前重
点工作，确保常委会“一要点三计
划”按期有序推进。

会前还书面学习了《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和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精神。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三十七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祝贺）4 月 30
日，“从乐山出发”——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18军进藏图片展举行开展
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平
林出席。

黄平林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
放70周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18军进藏出发地，我市举办“从
乐山出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8军进藏图片展，是为了追忆18
军前行的足迹。此次展览通过大
量珍贵的图片、实物，生动展示了
18军临危受命，在乐山集结整训、
誓师动员及千里跋涉进军西藏、和
平解放西藏的全过程。该展览对
于广大干部群众将是一部生动的

爱国主义教育教材，必将激励我们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乐山作出新的贡献。

据悉，1950年 3月 7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乐山召开誓
师大会，拉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帷
幕。作为18军进藏出发地，乐山
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支援了大量的粮食、棉被等后勤物
资，一大批乐山籍青年参军入伍、
随军进藏，在18军进军西藏、和平
解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本次展览分
为“英勇雄师，挺进大西南”“临危
受命，进军西藏”“从乐山出发，西
进！西进！”“千里跋涉，和平解放
西藏”四个部分。

“从乐山出发”——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18军进藏图片展开展

追忆峥嵘岁月 激励奋勇前行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2）日，
“中国茉莉之乡”龙骨山茶乐山犍
为首届半程马拉松赛暨“跑遍四
川”乡村系列赛（犍为站）开赛。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于丽，四川省田
径协会负责人李健等出席开赛仪
式并共同为赛事鸣枪发令。

这 次 比 赛 设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 公里）、欢乐跑（5公里）
两个项目，分男子半程马拉松组、
女子半程马拉松组、欢乐跑组3个

组别，总参赛人数近5000人。比
赛过程中，参赛者奋力奔跑，在一
路美景中感受犍为魅力，展现了挑
战自我、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经
过激烈的角逐，来自贵州省的洪跃
夺得了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来
自重庆市的李春霞夺得了半程马
拉松女子组冠军。

此次比赛是犍为县首次举办
大型马拉松赛事，掀起了犍为全民
健身热潮。

犍为首届半程马拉松赛举行

有声有色有味有声有色有味有声有色有味有声有色有味““““五一五一五一五一””””乐在乐山乐在乐山乐在乐山乐在乐山

本报讯（记者 祝贺 倪珉 文/图）
“五一”假期，乐山美食再次迎来各地
游客，市中区张公桥好吃街、嘉兴路
美食街、上中顺特色文化街区、苏稽
古镇等地游人如织，一道道特色美食
吸引游客打卡，随处可见排队的热闹
场景。

张公桥好吃街人声鼎沸，尤其是
宵夜时间，几乎所有餐馆座无虚席。

“张公桥美食消费今年‘五一’假期迎
来强势复苏。”张公桥好吃街餐饮协
会会长范宗友介绍，由于种类丰富和
口味正宗，如今张公桥好吃街已经成
为乐山餐饮的一张名片，以餐饮推动
旅游，“五一”假期每天平均人流量在
3万左右。

好 吃
游客扎堆打卡乐山美食

5月1日，作为2021峨眉山音乐节的“联动”惊喜，“云上金顶，天下峨眉”主题快闪秀在峨眉
山景区金顶上演。在身穿汉服、手执国旗的快闪参与者们带动下，游客们纷纷加入活动，跟着节
拍挥舞国旗、高声歌唱，带来一场独一无二的高海拔视听盛宴。 峨景宣 记者 杨心梅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5 月 1
日晚，作为四川省“四季音乐季”开
篇活动的2021峨眉山音乐节在恒
大峨眉山国际度假区举行。

王以太、周洁、KAWA乐队、
DB5乐队等悉数登台，伴随着嘻
哈、摇滚、流行等不同风格的音
乐，演唱嘉宾用澎湃的激情、铿锵
的节奏，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高潮迭起的音乐视听盛宴。现场
观众尽情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感受着音乐带来的独特魅力。“真
的太激动了，音乐节营造了激情
愉快假日旅游氛围。”成都游客周
女士表示，能现场享受如此震撼
的音乐氛围非常高兴，乐山之旅
不虚此行。

除了精彩的音乐表演，音乐节
现场的非遗展示区里，夹江年画、
峨眉手指画、“古来茗心”手工茶和
闲梁面塑精彩亮相。《只有峨眉山》
戏剧幻城也带来精彩的剧目片段，
丰富了音乐节的表演形式。

好 听
音乐节点燃假日激情

好 玩
云巅之上“快闪”乐

好 看
大佛景区刮起国潮风

本报讯（记者 赵径）为保证游
客和市民在“五一”假期每天都有

“新玩法”，昨（2）日，乐山首届智
慧旅游网红嗨玩周系列主题活动
——汉服巡游展国风，在凌云路

“佛语长廊”景点开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10余位汉

服爱好者身着各种风格的传统汉
服，或执油纸伞，或提花篮，或握团
扇，沿着凌云路迤逦而行，展现传
统汉服文化魅力。在乐山大佛景
区全新打造的六个新景点，汉服爱
好者都会停下脚步，让游客共赏华
裳之美，拍照留影。来自宜宾的游
客罗女士说：“在景区里感受传统
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汉服加
上美景更是美不胜收，这样的活动
值得点赞。”

张公桥好吃街游客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