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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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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6日，中央第五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移交第
十一批群众来信来电信访件7件，
其中：来电0件，来信7件。

第十一批移交的信访件，涉及
3个县（市、区）。反映污染问题7
个，其中大气污染问题3个，生态
污染问题1个，噪声污染问题2个，

其他污染问题1个。
经统计，目前移交我市的信访

件为33件，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
题33个。其中，反映大气污染问
题10个、水污染问题6个、噪声污
染问题9个、生态污染问题5个、土
壤污染问题1个、其他污染问题2
个。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移交第十一批信访件7件

本报讯（记者 张斯炜）昨（6）日上
午，市委书记马波深入犍为县，调研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督促指导群众信访
投诉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
设的政治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这个

“国之大者”抓实抓好，以强化问题整
改的实际行动，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市委副书记蒋刚参加调研。
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岷江航电犍为

枢纽鱼类增殖放流站项目现场，马波认
真听取群众信访投诉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他叮
嘱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科学制定整改
方案，严格按照技术规程和安全、质量、
环保要求，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
度。要提前做好鱼类增殖放流的技术
力量准备、配套设施准备、管理人员准
备，确保项目建成后第一时间投运，有

效推进鱼类种群的维系和发展。
马波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树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严格落实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扎实
做好“十年禁渔”工作，持续抓好岷江流
域污染治理、日常监管检测和周边环境
治理，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要
自觉诚恳、积极主动接受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坚持“当下改”和“长远立”相
结合，落实“十个不”要求，压紧压实责

任，强化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及时回应
群众关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要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
污、依法治污，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一
企一策”、“一点一法”制定整改方案，靶
向治疗、求真务实，把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课堂，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防范化
解生态环境领域风险隐患，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廖磊参加调研。

马波在犍为县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

自觉接受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蒋刚参加调研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乐山市
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发电项目在
2019年5月建成投运后，沙湾区将
生活垃圾全部运至该项目厂区进
行无害化处理。自2019年 7月 1
日起，沙湾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不再接收生活垃圾，按国家关于生
活垃圾处理厂填埋规范进行封场
处理，同时持续开展渗滤液无害化
处理，并与省生态环境厅在线监测
平台相连接，实现24小时在线监
控，确保达标排放。

据了解，生活垃圾填埋过程中
会产生多种代谢产物和水分，形成
成分复杂的高浓度有机废水——
垃圾渗滤液。为了防止二次污染，

垃圾渗滤液无害化处理极为重
要。沙湾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采 用 生 化 + 膜 生 物 反 应 器
（MBR）＋反渗透（RO）的垃圾渗
滤液处理工艺，该工艺具有自动化
程度高、出水水质好、产生污泥少
等优势。

为确保排放水质达标，渗滤液
处理设施按规范运行，沙湾区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厂按环保部门要求，
安装了COD和氨氮在线监测仪，
监测数据同步上传至环保部门监
控平台。沙湾区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厂还设立了5座水质监测井，每
季度对水质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
果全部合格。

沙湾区：

24小时监控 确保垃圾渗滤液达标排放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管理
办法》等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选好选准，现将谭焰等同志
拟作为市（州）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情况公示如下：

谭 焰，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峨边县委书
记，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张德平，男，汉族，1975年6月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金口
河区委书记，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周华荣，男，汉族，1964年3月生，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大佛景区
党工委书记、二级巡视员，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沙万强，男，彝族，1974年6月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马边县委书
记，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宋 秋，女，汉族，1977年8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民革党员；现任乐山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民革乐山市主委；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袁仕伦，男，汉族，1964年10月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沙
湾区二级巡视员，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毛 剑，男，汉族，1967年5月生，大学、在职硕士，民进会员；现任乐山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民进乐山市主委（任正处年限不足3年，已按规定履行破格提拔
程序）；拟提名为市（州）领导班子副职候选人。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
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9月7日至9月13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或乐山市委组织部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

“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
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28--
12380，028--63092574（传真），举报网站：http://sc12380.gcdr.gov.cn。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2021年9月6日

干部任前公示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管理

办法》等规定，为进一步减少用人失察失误，把干部选好选准，现将黄平林同志
拟任职情况公示如下：

黄平林，男，汉族，1964年3月生，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乐山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

干部群众如对人选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人选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纪
律的行为，请于5个工作日内（9月7日至9月13日）以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向
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或乐山市委组织部反映，也可以通过省委组织部

“12380”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进行举报。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电话
和信函应告知真实姓名，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调查核实。举报电话：028--
12380，028--63092574（传真），举报网站：http://sc12380.gcdr.gov.cn。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2021年9月6日

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 雷黎丽）近日，四川在全省启
动了多部门常态化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
行动（以下简称“打假治敲”专项行动），聚焦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闻违法违规活动突出
问题，以网络平台和公众账号为重点，重拳整治
新闻敲诈、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以及
假新闻单位、假记者站、假记者等。

据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川将在
充分保障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新闻采访权、舆
论监督权的同时，加大对报纸、期刊、广播电台、
电视台、新闻网站、融媒体中心等新闻单位及其
从业人员新闻采编活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
网站、客户端、小程序、直播平台等各类网络传
播平台及公众账号的非法新闻活动，坚决查处
社会组织和个人假借新闻单位或记者之名敲诈
勒索、骗取钱财等行为，规范网上网下新闻传播
秩序，着力构建积极健康的新闻舆论生态，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各地各部门在‘打假治敲’专项行动中将
加强协调配合，充分运用监管手段、政策工具、
法律武器，构建齐抓共管、标本兼治、一体推进
的工作体系和机制。”该负责人表示，面对“打
假治敲”专项行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四
川将积极探索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的经验做法，通过在新闻媒体设立“观察哨”，
在信息源头建立“联系点”，聘请专业人员担任

“监督员”等方式，加快推进媒体监管数字化、
智能化等新举措，打响打赢“打假治敲”专项行
动攻坚战。

本次专项行动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省委网
信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税务
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广播电视局和省通信管
理局联合展开。四川省“打假治敲”专项行动
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目前已
对外公布举报电话：028-63090736，举报邮
箱：scdjzq@163.com，通讯地址：成都市商业
后 街 3 号 619 办公室。乐山市举报电话：
0833—244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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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仙山，人间烟火。9月2日至5
日，第八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以
下简称“旅博会”）在我市成功举行。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作为连
续成功举办八届的全省唯一旅游专业展
会，本届旅博会搭建起旅游产业展示推
广平台、旅游产品及服务洽谈交易平台、
区域文旅行业交流合作平台，成为乐山
文旅产业面向世界舞台的重要窗口。

国际化：一馆畅游世界

盛会搭台，文旅唱戏。
本届展会是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全省召开的第一个大规模、高规格
的文旅会展活动。展会总布展面积达
3.1万平方米，特装率超过80%，线上线
下共有国内外1700余家展商、近千家企
业参会参展，吸引了近5万人次市民游
客参与，可谓“一馆畅游世界”。

作为主宾国的韩国，布展重点展示
韩流韩风特色旅游资源与产品，并充分
利用现代声光电信息技术，以多媒体互
动、综合展示等方式，打造出具有沉浸
感、高品质、国际范的特色展览。

资阳市和重庆市大足区作为本届旅
博会的主题市亮相，分别端上了极具地
方特色的“佳肴”——资阳的古典舞、快
板、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大足则在
展示丰富石刻资源的同时，用一把重达
200 公斤的传统锻打技艺大刀抓人眼
球。

“室内+室外”“线上+线下”“动态体
验+静态展示”……立体组展的旅博会，
全面呈现各地文旅发展成果，全面展示
推介各地文旅资源，为前来参展、观展的
观众带来不凡的体验。

专业化：多场头脑风暴

作为西部最具影响力的旅游会展品
牌，同时也是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
际旅游专业展会，旅博会打开了各地友
好交往的大门，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和
文化交流。

——旅博会开幕前夕，成渝乐旅游
行业联盟正式成立，将孵化出一个行业
特征显著、机制体制灵活、市场要素丰富
的专业性行业组织，为成渝乐三地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共
同推动文旅市场复苏与振兴。

——旅博会开幕当天，旅博会重头

戏“峨眉论道”活动举行。活动汇聚学
者、专家智慧，围绕研学旅游品牌打造、

“大峨眉”联盟发展等主题深入探讨，为
乐山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把
脉”支招。

——旅博会期间，以“聚焦文旅产
人融合·推动大峨眉旅游发展”为主题
的中国文化旅游人才暨人力资源产业
发展峰会，发布《2021大峨眉旅游人才
发展白皮书》，开展云数园区成果展以
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联盟签约等多项
活动。

特色化：缤纷乐山亮点多

“舌尖上的四川非遗，乐山是最多
的，有80多项。”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副会
长、四川省文联主席郑晓幸在“峨眉论
道”圆桌对话环节感慨地说。

在乐山展馆沉浸式城市体验中心，
赵鸭子、串妹冰粉、潘六孃排骨面、杨湾
易火锅等乐山美食招牌集中展示。招牌

下方，满满一大桌“乐山美食”挑动着观
众的味蕾。

不止于会场，9 月 3 日晚，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在乐山进
行“乐山大佛脚下的烟火人间”直播活
动，聚焦乐山大佛脚下的幸福美味夜
生活，吸引全国上百万网民在线围观。

本届旅博会上，乐山 11个县（市、
区）非遗文化传承成果得到集中展示，闲
梁面塑、井研农民画、嘉州绣技艺、马边
彝族刺绣技艺、五通桥根书、峨眉山指
画、金口河老鹰茶制作技艺、沐川草龙等
让人目不暇接。

旅博会期间，不少境内外景区、旅行
商、涉旅企业积极与乐山企业洽谈、合
作：四川森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日
本九州佐藤商店株式会社签下价值
2000万美元的大单；四川吉晟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与韩国因拉那科贸有限公司、
四川北都电子有限公司与株式会社东都
签下贸易合同。

助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第八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