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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2版

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二十一

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为全面建设生态更优、发展更好、生活更幸福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沙湾而努力奋斗
坚定“工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战略定位，紧扣“农

旅兴区、工业强区”发展主线，坚持创新驱动引领高
质量发展，建设“一区两城三基地”，打造沫若文化名
城、沙湾新城、国家级冶金建材产业基地、国家级道
地中药材产业基地、国家级研学旅行基地。

详见第4版

担当新使命 迈步新征程
奋力谱写新时代金口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个主题：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
一条主线：坚持生态立区、旅游兴区、产业强区
六个加快：加快建设大小凉山彝区乡村振兴示

范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增长极；加快
建设“中国绿色硅谷”上游产业配套基地；加快建设
乐山西向开明开放门户区；加快建设乐山特色有机
农产品基地；加快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

详见第4版

凝心聚力
乡村振兴基础更牢

组织和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和抓手。沙湾镇党委通过抓班子、建体
系、聚民心、惠民生，重点围绕省、市、区
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实现了两级
书记共谋划、亲自抓，各部门积极配合的
良好局面，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组织
保障。

成立专班，组建强劲“火车头”。成立
由党委书记总牵头，党委、政府班子成员
齐上阵，各职能部门为成员的乡村振兴领
导小组，落实专人专班推进创建工作。领
导小组每月不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对工
作推进中遇到的难题进行统一会商。

优中选优，打造强力“新引擎”。完成
了11个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村级班子平均年龄41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占比44%；进一步优化党组织设置，成
立二峨山村党总支、三峨山村党总支，大
力推行“小支部”工作法；持续实施“蓄水
池”计划，动态储备村级后备力量22人，
鼓励14名在职村干部提升学历，不断提
高干部理论水平；针对重点村及软弱涣

散党组织，积极选派11名第一书记进行
重点帮扶。

示范带动，激发强大“新动能”。今年
年初，制订并下达了2021年目标任务，要
求各村高度重视，认真研判，支部书记和
第一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严格把关，结
合本村实际，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事业发
展，实现工作成效与年终绩效挂钩。

环境整治
乡村美丽更宜居

承载着乡愁的农村，如何才能更美
更宜居？沙湾镇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出发
点，聚焦垃圾集中处理、生活污水治理、
农村厕所改造等重点难点工作，攻坚克
难，踏歌而行。

“现在村里大变样了，专门有人搞卫
生、清运垃圾，房前屋后干干净净，村道
上还种着五颜六色的花朵，看着真舒
服!”这是沙湾镇二峨山村村民感受到的
家乡变化。记者了解到，二峨山村率先启

动人居环境提升“点亮行动”，致力整村
绿化和“美丽乡村”建设。

忠心村、三峨山村全覆盖开展美丽
庭院创建，以川南民居风格为主调，融入
沫若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建设微花园、绿
菜园，打造了30户“美丽庭院示范户”，
提升整体环境。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在沙湾镇，一个个特色乡村正在美
丽蜕变。

近年来，沙湾镇围绕“三大革命”“五
大行动”，强力推进“四清四拆”工作，把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截至目前，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0%，完成无害化厕所改建504户，正在
改建124户，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接入污
水管网处理293户；在全镇全面推行垃
圾分类处理，配置垃圾转运车辆、转运人
员和分类垃圾桶，实现日产日清；全面消
除黑臭水体，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幅
20％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不断提升。

（下转第2版）

全面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综合环境提升、乡风文明培育、基层治理提质、农民生活富裕，沙湾区沙湾镇——

打造乡村振兴的“沙湾样本”

特色产业致富一方、平坦村
道户户直通、农家小院温馨别致、
浓厚乡韵令人陶醉……深秋时
节，放眼沙湾区沙湾镇，一幅美丽
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沙湾镇严格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总要求，以“创新管理
示范镇，文旅康养目的地”为目
标，全面实施新兴业态主体培育、
特色旅游项目打造、美丽乡村创
建和农民人才培养，全面推进产
业融合发展、综合环境提升、乡风
文明培育、基层治理提质、农民生
活富裕，奋力打造乡村振兴的“沙
湾样本”。

■ 记者 赵径

陈光浩在井研县调研时强调

坚持绿色发展
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12）
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陈光浩
前往井研县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产
业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机
遇，坚持绿色发展，做强特色优势
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郭捷，市政府党组成员雷建
新，秘书长王玻参加调研。

陈光浩来到研溪湿地公园服
务中心参观了茫溪河流域综合治
理展览馆，详细了解井研生态环境
保护、茫溪河流域综合治理等情
况。陈光浩指出，要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适时开展“回头
看”，确保整改到位。要强化综合治
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加快补齐环保设施短板，抓好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推动茫溪河、
磨池河等小流域水质稳步改善。

前往四川意龙科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陈光浩走进公司生产车
间、展厅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并听取了井研工业产业发展情
况汇报。陈光浩强调，要统筹抓好
工业转型升级与生态环境保护，企
业要积极落实各项节能减排降碳
措施，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切实担
负起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要坚持
以园区承载产业、以产业招引企
业，结合井研县情，聚焦现代纺织、
食品加工、高端家居、智能制造等
领域，推动企业升规入统，培育特
色优势产业。

陈光浩在井研百里产业环线
实地调研了柑橘产业发展情况。陈
光浩要求，要坚持以现代农业园区
为牵引，打造百里产业大环线“升
级版”，积极争创国家级现代农业
柑橘园区、省级现代农业畜牧园区
和粮油园区。要利用好现有优势，
做好农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镇村
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壮大村集
体经济，提升场镇建设管理水平，
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以产业
振兴为基础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
振兴。

连日来，嘉州绿心公园木芙蓉相继
绽放，成片成片的木芙蓉摇曳生姿，成为
秋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木芙蓉花色一
日三变，清晨雪白，中午粉红，傍晚深红，
又名“三醉芙蓉”。喜欢木芙蓉的市民、
游客可前往欣赏。 记者 张波 摄

“三醉芙蓉”扮靓绿心 本报讯（记者 祝贺）昨（12）
日，全市“走上去”“走出去”工作专
题会议暨目标分析会议召开。会
议通报表扬1-8月市级部门争取
中央和省级重要支持事项先进单
位，通报省定目标完成情况及主要
经济指标季度考核情况，听取“走
上去”“走出去”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
书记蒋刚，市政协党组书记黄平
林，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赵迎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蒋刚指出，要继续主动“走上
去”“走出去”，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增后劲、添动力。要全力以赴做

实“走出去”基础工作，结合乐山实
际，加强政策研究，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各个行业策
划、包装、梳理生成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要强化对接，有计划、有安
排、常态化走出去，争取项目、资
金、政策。

蒋刚强调，要奋力冲刺全年目
标，利用最后时间争分夺秒、争先
进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对表补
短、抓实统计、加强汇报，确保圆满
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发挥目标
考核“指挥棒”作用，切实调动全体
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做到
考核精准、调度及时、导向鲜明。

全市“走上去”“走出去”工作专题会议暨目标分析会议召开

为发展增后劲添动力

本报讯（记者 赵径）今年10月16日
是第41个世界粮食日，本周是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活动周。昨（12）日上午，由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市农业农村局、
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妇联联合主办
的2021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
宣传周乐山市启动仪式暨主会场活动举
行。

据悉，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
“行动造就未来，更好生产、更好营
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全国粮食
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是“发展粮食产
业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中，全市各
县（市、区）粮食主管部门负责人、国
有粮食企业以及市中区部分粮食加工
企业代表，走进国粮购销有限公司，
学习交流科学储粮技术，倡导爱粮节

粮；走进市粮油食品监测站实验室，
了解粮食质量检验监测，加强粮食质
量安全管理。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
粮食安全责任制，推广运用先进种植技
术和优良品种，粮食生产基础进一步夯
实。大力实施“藏粮于技”的粮食安全战
略，开展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和升级改
造，加快推进低温库和智能粮库建设，
通过运用低温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储藏
期间粮食损耗，保障储备粮油安全，并
通过“智慧储粮”远程监测和监管，有效
保障了各级储备粮油“数量真实、储存
安全”。全市建成了智能粮食仓容近50
万吨，包含了38万吨低温仓容，目前全
市地方储备粮16万余吨，基本实现了

“绿色储粮”“智慧储粮”。

本报讯（记者 宋戈）为切实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提升场镇
管理服务水平，近日，市中区棉竹镇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多部门联合统筹推
进交通补短、环境整治、风貌改造、服
务高效“四大行动”，持续提升场镇管
理服务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通棉路在改造，大家现在走的
这条路是以前的村道连接起来的，窄
得很……”今年，因通棉路改造施工，
车辆汇聚到棉竹镇狭窄的村道上，造
成“拥堵”不断、“小摩擦”频发，便道
修建迫在眉睫。为解决群众“出行
难”问题，棉竹镇按照交通项目补短
提升计划，将修建一条宽 6 米、长约
200米的便道连接棉竹场镇和嘉瑞大
道，以缓解因通棉路改造和日益增长
的车流量而带来的通行不便和交通
堵塞。

针对场镇存在的环境秩序问题，
棉竹镇安排了洒水车每日对集镇路面
扬尘进行冲洗，增配了保洁员，强化场
镇的日常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并开

展常态化督查。结合巩固创卫成果、
“双报到”、周末大扫除等活动，发动镇
村干部和挂联市区干部，对集镇、聚居
小区、主干道沿线等区域进行“大扫
除、大清理”，彻底清理卫生死角，组织
专人及时清理“牛皮癣”小广告、破旧
广告牌。

结合绿美嘉州行动和亮化美化工
程，棉竹镇在集镇道路沿线、空地等地
广泛栽花种草，并动员商家和企业开
展自我绿化美化庭院空地。拆除违章
设置的户外广告、店招店牌及违章建
筑物，对集镇农贸市场重新进行规划
建设、分区设置和维修粉刷，取缔了街
面摊位，做到了所有摊位全部入市场
规范管理。在棉竹新街和还房聚居点
安装太阳能路灯100盏左右，硬化黑化
集镇街面、新增绿化面积，集镇形象和
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下一步，棉竹镇将继续聚焦群众
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重难点问题，结合
通棉路改造和人居环境提升，整治照
明设施不完善、场镇停车难等问题，持
续提升场镇管理服务水平。

我市启动2021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

发展粮食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市中区棉竹镇

“四大行动”提升场镇管理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