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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曦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产业发展离不开适应发展需求的
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不断深化市场
改革、扩大开放合作、强化要素保障、
健全领导机制，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才
能更好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创新发展和集聚发展是我省绿色
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两条根本
路径。发展环境一流，要素才更容易
汇聚，产业才更容易集聚，发展才更有
韧性，有利于统筹整体和局部、短期和
中长期目标，优化政策供给、完善市场
体系，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共
同推动绿色低碳优势产业高质量发
展。

改革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清洁能源及相关产业的资源
管理涉及多个层级，开发投资主体较
多，利益关系多元，尤其需要用好改革
关键一招，着力破解发展中的体制机
制障碍。当前应着重抓好具有牵引性
作用的改革。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关
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
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突出市场化导
向，健全更加符合节能降碳要求的价
格形成机制，促进水风光等清洁能源
市场化消纳。推进能源资源开发和利
益共享机制改革，旨在推动开发主体
与资源所在地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
同体、责任共同体，实现服务国家战
略、促进地方发展、惠及当地群众相统
一。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改革是国家
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提出的一项重
大举措，应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以市场
化方式优化用能结构，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进程。

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不能搞封

闭的自我循环，必须大力提高区域合
作和对外开放水平，加快融入和服务
新发展格局，为产业发展开辟更加广
阔的市场空间。既要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为引领，全面加强与重庆
合作，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又
要加强与周边省份长期能源战略合
作，协同提高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要
积极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深化
国际产能合作。当前国际贸易正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超前谋划、积极
应对，充分发挥我省清洁能源优势，推
动建设国家绿色外贸示范区，大力发
展绿色低碳外贸，着力塑造对外合作
竞争新优势。

说千道万不如真干实干。要构建
科学高效的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为
绿色低碳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
的干事环境，让各级领导干部思路上
转型、行动上见效。省级层面推进

“5+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联系机制效
果很好，应当继续用好，加强工作统
筹和力量整合，协同抓好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发展。考核是指挥棒，要完善
考核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低碳优
势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体
系，引导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是我省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主动选择，是
更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激发区域发
展新活力的现实需要。不断拿出改
革的办法、拓宽合作的路径、突破体
制机制障碍，为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营
造良好发展环境，就一定能凝聚全社
会的力量，在新一轮发展中勇立潮
头。

（原载12月18日《四川日报》）

营造绿色低碳优势产业良好发展环境
——论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 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今年，沙湾区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农业
龙头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等优质资源，积极培
养“农村家庭能人”，并将其纳入村级后备力
量，实现改善一个群体、提振一个地方，让“农
村家庭能人”成为家庭发展的“顶梁柱”、农村
邻里的“好榜样”、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现在是淡季，荷花谢了，莲藕也摘了，
我们需要考虑下一步的发展，所以要征求村
干部和群众的建议意见，共同制定来年的发
展规划。”作为沙湾区踏水镇柏林村党总支
书记，李小云这段时间十分忙碌，利用荷花
产业的“空窗期”开展走访调研，听取当地干
部群众意见建议，积极谋划“柏林荷乡”农旅
项目未来的发展蓝图。“有的村干部建议种
植睡莲，搞垂钓，还有群众建议开展挖藕等
体验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这些合理化建议
我们将认真研讨，争取早日制定可行性方
案。”对于未来发展，李小云充满信心。

李小云原是当地有名的“能人”，多年前
在云南、青海等地经商。2020年，沙湾区村级
建制调整改革后，原踏水镇马鞍村和柏林村合
并。“上级党组织广泛征求意见，认为我有丰富
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发展理念，还有多年当村

干部的经验，希望我能带领全村群众发展产
业，实现乡村振兴。”于是返乡的李小云被任命
为柏林村党总支书记，今年他又被纳入区上

“农村家庭能人”培养计划。
李小云上任后遇到的最大一个难题就

是如何盘活村里已经瘫痪的“柏林荷乡”农
旅项目。“当时项目一片衰败景象，几百亩土
地荒着，土地租金也没有支付，信访矛盾突
出，一系列问题十分棘手。”面对困难，在李
小云的带领下，村“两委”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利用中央、省级集体经济扶持资金以及
集体和个人自筹资金，盘活集体经济，解决
遗留问题，将荒废的荷塘和周边荒地进行整
合，并改由村集体接手，重启“柏林荷乡”项
目，以荷花经济产业发展为主导带动乡村旅
游。2020年和2021年，两年的“荷花节”期
间，门票和餐饮等集体经济收入50余万元，
带动农产品销售500多万元，实现了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柏林荷乡”农旅项目的“涅槃重生”并
没有让李小云停步，现在他又有了新的打
算。“接下来，我们将加强‘农旅融合’，以荷
莲、水果为主导产业，增加游玩项目，比如垂
钓、儿童乐园、农事体验等，以此来增加游客
的认可度，带动农产品销售，实现乡村振
兴。”

李小云

做足“荷”文章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昨（22）日，
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主办的
2021年乐山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文
明服务之星”表彰仪式举行，40名公
交车驾驶员、60名出租车驾驶员被命
名为“文明服务之星”驾驶员。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城市公共交
通行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形象，今年以
来，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了城市
公共交通行业“文明服务之星”驾驶
员评选活动。广大驾驶员积极参与，
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安全的服务理

念，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好人好事
层出不穷。为树立榜样，弘扬文明风
尚，主办单位特举办此次表彰仪式，
命名田勇等 40名公交车驾驶员、王
洪民等 60名出租车驾驶员为“文明
服务之星”驾驶员。

表彰仪式上，“文明服务之星”驾
驶员代表承诺，将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在“文明行车、优质服务”上作
出良好表率，引领城市公共交通行业
从业人员积极投身“文明服务之星”创
建活动，打造城市靓丽名片，为我市创
建文明城市、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
地做出积极贡献。

我市100名“文明服务之星”
驾驶员受表彰

乐山市救助管理站“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35111020022408
号）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乐山市救助管理站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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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风 起 乐 山

乐山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上接第1版）
这是因为，乐山早已经为自己的发

展打上了“铆钉”：坚持从全局谋划一
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推动乐山各项事
业迈上新台阶。

文旅产业也是绿色产业，乐山文旅
经济规模保持全省地级市第一。乐山
文旅产业的转型升级，事关全省文旅
产业发展大局。

2020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
会在乐山召开，吹响了加快推进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乐山乘势而上，巩固再创文旅特色
优势，做强核心景区，打造新兴场景，发
展高端业态，拓宽游客市场，充分绽放
乐山独特的自然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
韵，加快建设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风、
嘉州韵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创新曾是乐山的一块短板，科研投
入不足，带来产业结构不优，几大支柱
产业，包括化工、多晶硅等发展，大部
分停留在上游原材料领域。

改变现状，建设“中国绿色硅谷”，

乐山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省级创新型
城市建设要取得新成效，要推进传统产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战略
性新兴产业占比要达到40%以上。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对此，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委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盛毅认为，打造绿
色硅谷，乐山抓住了国家提出“双碳”目
标的历史机遇，产业红利必将与国家能
源战略高度契合、长期绑定。

从全局来看，乐山晶硅光伏1000
亿产业生态正在形成，背后是一条相
对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这意味着乐山
对全球多晶光伏产业从议价权到定价
权的掌控。

国有所呼，城有所应。乐山始终站
位全局、心怀“国之大者”“省之要事”，
以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以“中国
绿色硅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为
依托和支撑，“三大任务”构成一个楔
形方阵，让全市发展与全国全省发展
节奏同频共振、开拓前行。

这，就是新时代的乐山抉择。

优化“四区布局”，推进“五个提升”，形成一个
纵横交错、条块结合“矩阵”，指向“三大任务”矩与阵

一域两圈！这是乐山市第八次党 代会对于打造世界旅游重要目的地的

实现路径和施工蓝图。
所谓“一域两圈”，就是在推进全

域旅游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大峨眉旅
游圈和小凉山旅游圈“两圈”，坚持以

“圈”促“域”，形成处处都是旅游风景
的乐山文旅新生态。

在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汤继强
看来，打造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是乐山对自身旅游资源叠加赋能的
最优表达。乐山推出全域旅游思
维，目的就是冲破传统的、局限的
旅游资源观，使乐山这座城市的个
性、品牌、文明建设与旅游发展有
机融合。

不仅是旅游业，乐山要培育壮大
五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其中两大亮
点是，将推动民用核技术向医用同位
素、密封源等领域拓展，建设“中国堆
谷”；推动光电信息产业向电池片、组
件及配套产业、电子级多晶硅方向延
伸。

盛毅认为，打造“中国堆谷”，不
仅可以为乐山树立新的产业形象，并
有望在短期内打破国产放疗药物市
场占有率低的局面。

从“一域两圈”到“中国堆谷”，在
乐山市第八次党代会的部署中，冲破
传统行政区划限制，推进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

源，成为鲜明的特色。
乐山市委明确，乐山要优化“四区

布局”，加快建设文旅经济核心区、先
进制造集聚区、现代农业示范区、生
态经济先行区。

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区，“四区”尊
重经济发展规律，淡化行政区划，形
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极，这是乐山
在新发展格局下产业架构的重点摆
布和路径选择。

另一大战略安排是“五个提升”，
即加快实现发展质效、产业能级、城
乡面貌、交通优势和幸福指数显著提
升，五个方面分别指向治理、产业、城
乡、交通和民生等领域。

优化“四区布局”，实现“五个提
升”，由此形成一个纵横交错、条块结
合的“矩阵”：其中既有横向的空间整
合、捏合碎片，又有纵向的价值推动、
链条延伸，共同指向“三大任务”。

“345”的战略布局，重构了一个
有机联系的整体，与中央和省委战略
部署高度契合，目标与路径相互支
撑。

一个经济繁荣、自然生态、多彩人
文、乐山乐水、灵秀博雅的幸福美丽
嘉州，正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卓
然崛起。

（原载12月22日《四川日报》）

在乐山迈向时代新征程，开启“十四
五”新篇章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着眼未
来，正加速成为乐山争创全省经济副中
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12月
21日至22日，市数字经济局举办了首次
全市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
为广大参训人员用好数字经济新引擎，在
新一轮发展赛道中实现“换道超车”植入

“数字基因”。
“本次专题培训班阵容庞大，内容丰

富，前来授课的‘大咖们’站位高，前瞻性
强。两天的培训帮助我们更新数字经
济发展观念，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理清数字经济发展思路，明确数字经
济发展路径，收获颇丰。”峨眉山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四川领
创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学焦表
示，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
抢占机遇，转型发展，加快推动峨眉山
景区智慧建设，投资打造了西南第一
朵“文旅行业云”，牵手国内智慧文旅
头部企业，推出了多个服务游客的终
端，有效提升了峨眉山景区文旅体
验。“十四五”期间，峨眉山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将按照市委“345”工作思路，围
绕全市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文
旅经济核心区目标，加大智慧旅游建
设投入，加快产品研发，用数字手段赋
能全市文旅产业，争创“全国智慧文旅
标杆城市”。

岁末回望，乐山已然实现“一部手
机全域游”，展望未来，生产发展与生活
变革也正在“数字大道”上阔步前行。

“讲师提到，海量的数据资源可以为
我们赋能政府管理，打造数字政府，而数
字化平台建设有益于实现产业集群的转

型发展。乐山正在聚力打造‘中国绿色硅谷’，数字化转型能为
我们在‘双碳’背景下，推动五通桥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们将积极探索，构建基于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的城市大脑；
聚焦产业基础与优势，加速推进光伏产业创新驱动与数字化、智
能化建设深度融合。”全新的视角、精彩的阐述引发了五通桥区
委常委杨杰对数字经济的全新思考。建设“绿色大硅谷”“美丽
小西湖”“幸福五通桥”是五通桥的“鸿鹄之志”，杨杰表示，释放
数字经济新动能，不仅助推光伏产业数字化，而且有利于城市建
设智慧化，实现工业发展与低碳生活齐头并进，是一条全新的“双
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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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唐诗敏

（紧接第1版）厉行法治铸公信，严格依法行
政，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以廉为镜正己身，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

陈光浩强调，新一届市政府承载了省委、
市委和全市316万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境界，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
干劲，奋力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

会上，陈光浩还就近期相关重点工作作
了强调，市政府副市长分别就分管领域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强党性作表率抓重点带全局转作风提素质
奋力开创政府工作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