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回望2021年，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
史性时刻，乐山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围绕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将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

穿始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学史以明志、鉴往而知来，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持续掀起热潮，沁人心脾的雨
露，让嘉州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学党史红色基因入脑入心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是明灯，也是号角。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后，乐山赓即成
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先后召开
12次常委会会议、6次领导小组会议，及
时传达各级决策部署，确保党史学习教
育有力有序推进。

聚焦目标要求、紧扣阶段任务，制定
下发《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
案》等30余个专项方案，成立13个巡回
指导组，开展5轮全覆盖巡回指导；抓好
专题学习，组织召开7次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举办市级领导
干部读书班，邀请中央和省上专家作专
题辅导；将百年党史、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主要内容，培
训学员4416人次；举办3期“干部大讲
堂”，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
作能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我们走上脱贫致富路。”在峨
边彝族自治县金岩乡金岩村，83岁的老
党员介洛阿左动情地给大家讲着党史，
十余名彝族党员群众围坐在火塘边，听
党史故事、忆峥嵘岁月，现场气氛热烈。

这是我市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宣讲的场景之一。

2021年，我市共组建11个宣讲分
团、300支宣讲分队，深入基层开展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市第
八次党代会等精神专题宣讲1.2万余场
次，受众60万余人次。同时，“心连心·
鸽鸽讲堂”、“习‘习’春风宣讲队”、“‘德
古’宣讲队”……一批基层宣讲品牌充
分发挥作用，组织“两优一先”代表、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等，开展“党的光辉照
我心”、“一名党员一面旗”等特色宣讲
活动，让学习教育深入基层、入脑入心。

广参与学习教育出新出彩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走进五通桥
区丁佑君烈士纪念馆，一批批党员同志
重温入党誓词，声音铿锵有力。而在四
川党史学习教育研学线路、金口河区铁

道兵博物馆内，“红领巾小讲解员”生动
讲解，让游客纷纷点赞：“光辉的铁道兵
历史，让我们很感动！”

“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更
要做出彩。

过去一年里，我市各地各部门结合
实际抓好专题学习，开办“红色课堂”，打
造丁佑君烈士纪念馆等20个红色教学
点，推出“传承三线精神”等5条红色研学
线路，开展红色教学1300余场次；开办

“德育课堂”，开展“践行十爱·德耀嘉州”
活动，培塑家国情怀、家园意识、家人心
理；开办“云上课堂”，开发《成都战役一
丰碑、烈士英明千古垂》等50余节精品党
课，让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在线学。

广泛开展系列活动，精心举办乐山
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
览、文艺演出，举办“同心跟党走·舞墨
绘嘉州”书画展、“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歌咏比赛、“巾帼心向党·奋斗新
征程”演讲比赛等活动，开展“党旗在一
线高高飘扬”“永远跟党走志愿服务”等
活动，引领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用。

精心策划主题宣传，开设“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等专题专栏，总浏览量
突破1000万次； （紧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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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宋雪

铭记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我市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开栏语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是乐山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征程迈进的
一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砥砺奋进、拼搏实干，干出
了路数、干出了绩效、干出了样子。
新篇章诠释新担当，新担当呼唤新
作为。为进一步激发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即日起，
本报推出“启航新征程 迈好第一步”
专栏，以乐山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
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取得的重大成
效为报道内容，展现乐山砥砺奋进、
拼搏实干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 记者 杨心梅

助推乐山阔步迈向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专访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冬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和市第
八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市文化广电旅游
系统如何找准工作结合点、落地生根
点？日前，记者就此专访了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冬娟。

记者：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和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全市文化广电
旅游系统如何学在前、做在前？

成冬娟：全市文化广电旅游系统坚
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会议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
务，迅速掀起学习热潮。一是多种形式

“学”。利用“三会一课”、理论中心组学
习、主题党日等，采取“课堂式”“分享

式”“实践式”学习模式，已集中组织专
题学习研讨 10 余次。二是聚焦重点

“研”。组织班子成员、行业专家对文旅
工作的相关指示精神，深入研究与乐山
文旅工作的结合点，按照“清单制+责任
制+时限制”要求，分解形成年度实施计
划和工作安排。三是走在前列“做”。全
面聚焦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文旅
经济核心区两大重点任务，提前谋划明
年文旅工作，努力将发展“蓝图”变为行
动“规划图”，转化为落地“施工图”。

记者：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如何引领
全市文旅工作，助推乐山建设旅游经济
强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旅游
中心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成冬娟：我们将按照“1126”的工作
思路，不断增强承载力、提升进入度、优
化服务力，辐射引领全市文旅发展。

一是实施文旅品质提升工程。精准

对接、招大引强，坚持“走出去”联络引
入“553”企业，力争全年签约文旅项目
100亿元。做强两圈、狠抓项目，坚持乐
山大佛、峨眉山两大核心景区驱动，推
动全域旅游大环线建设，力争全年完成
投资100亿元，做强“大峨眉”“小凉山”
旅游圈，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培育品
牌、提升品质，深入开展国家文旅消费
试点城市和国家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创建工作，做大做强“乐游嘉学”“乐
嘉民宿”“乐山味道”“夜游乐山”品牌，
促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实施立体营销推广工程。靓文
旅 IP，大力推进“佛国仙山·人间烟火”

品牌立体营销。建宣传矩阵，与各大网
络平台深度合作，优化“Hi-leshan”、恒
旅网等平台。强推广方阵，建好西南、西
北等营销中心。优区域合作，做大已有
联盟，打造川渝石窟展示廊道，打响“绍
乐同游”文旅协作品牌。

三是实施历史文化活化工程。激活
文博资源，加快老城区历史文化遗址构
建，实施古建修缮、石窟寺保护，推动博
物馆串珠成链。激活乐山非遗，支持峨
眉武术、夹江竹纸技艺申报世界遗产，
开发“大佛印象”“峨眉记忆”等系列非
遗文创产品。激活彝族文化，做响小凉
山非遗品牌， （紧转第2版）

本报讯（见习记者 但雨扬 文/
图）元旦假期，在我市各大旅游景
点，一抹抹红色身影格外亮眼。他
们是统一穿着红色马甲的“乐山心
连心旅游服务岗”的志愿服务者，
用贴心暖心服务温暖过往游客，成
为节日里最美的风景。

昨（3）日，记者在上中顺特色街
区心连心服务岗看到，身穿红色马
甲的旅游服务志愿者们正在给游客
发放口罩。桌面上，一本小小的旅游
咨询台账清晰地记录着每位游客前
来咨询过的问题。志愿者林芳惠说：

“我们每天都要登记、梳理台账，希
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游客真正的
需求，为他们提供一对一服务。”

在乐山港心连心旅游服务岗，
口罩、雨衣、药品、热水、针线盒、老

花镜一应俱全，免费的防疫中药饮
让市民游客倍感暖心。“乐山的旅游
服务很贴心，时时刻刻都让人觉得
温暖。”成都游客周女士说，以心换
心的志愿服务者们让游客充分体
验“乐山乐水、乐在其中”的安逸，
让人不仅记住了乐山的美食美景，
也记住了这座城市的热情好客。

据了解，元旦假期，市中区在
上中顺、嘉州绿心公园、苏稽古镇
等重要旅游集散地，组织“嘉州小
海棠”、党员等志愿者设立“乐山心
连心旅游服务岗”19个，并制作心
连心旅游服务岗市中区点位分布
图，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和志愿服
务，努力提升游客满意度。截至昨
（3）日 12时，80余名志愿者累计
服务游客2万人次。

乐山心连心旅游服务岗
实力“宠游客”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3）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前往市内
部分医疗机构、车站、集中隔离点、
景区调研督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人物同防”总策略，强化重点场
所和环节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压实

“四方责任”，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提升疫情应急处置能力，科学精准
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确保来乐
游客和全市人民度过健康平安的
假期。市政府秘书长王玻参加。

来到市中医医院，陈光浩对医
院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管理及院感
防控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督导。
他指出，医疗卫生机构要严格落实
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做好个人
防护,加强陪护、探视管理，强化发
热门诊“哨点”作用,严格落实发热
病人核酸检测等要求，全力抓好院
感防控工作。

在高铁乐山站，陈光浩来到入
站口、候车大厅、检票口、出站口等
地对疫情防控进行调研督导。他强
调，交通场站要严格落实戴口罩、
测温、亮码和扫码通行的“刚性要

求”，加强日常清洁、通风和消毒等
工作。交通运输单位要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春运组织保障工作，强化
春运疫情防控，扩大“无接触”售检
票服务，严格控制客座率。

在仁乐酒店集中隔离点，陈光
浩详细了解集中隔离点疫情防控
情况。他要求，要加强集中隔离场
所储备和规范设置，严格落实集中
隔离场所人员封闭、物品和环境消
毒、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管理措
施。强化集中隔离场所人员配备、
闭环管理、全员培训及物资储备，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集中隔离
场所应急处置能力。

在乐山大佛景区，陈光浩看望
慰问了值守防疫一线的旅游服务岗
志愿者，听取景区疫情防控情况汇
报。他强调，各旅游景区景点要落
实“限量、预约、错峰”等要求，优化
游览路线，避免游客扎堆拥挤。强
化景区的饮水、食品和环境卫生工
作，保障群众旅游活动正常进行。严
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
断”机制，强化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扎实做好节假日常态化疫情防控。

陈光浩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科学精准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尹瑶）日前，记
者从市工商联获悉，全国工商联办
公厅近日发布了《关于确认2020-
2021年度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
的通报》，我市市中区、沙湾区、金
口河区、峨眉山市、犍为县、井研
县、夹江县工商联榜上有名。

按照“领导班子好、会员发展
好、商会建设好、作用发挥好、工作
保障好”的“五好”县级工商联建设
标准，近年来，我市工商联系统积
极打牢组织建设根基、提升整体建
设水平，创新载体提升服务，推动
县级工商联打造特色工作品牌，工
商联工作实现创新发展。

据悉，2020—2021年，犍为县
工商联立足自身优势，致力于提升
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能力，连续7
年被确认为全国“五好”县级工商
联（2015年—2021年）；金口河区

工商联立足县域经济发展，在引导
民营企业多维度助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工作中创新作为，连续5
年被确认为全国“五好”县级工商
联（2017年—2021年）；井研县、夹
江县工商联力争党委政府支持，在
基层商会建设及会员企业和所属
商会党建工作等方面积极作为，连
续4年被确认为全国“五好”县级
工商联（2018年—2021年）；市中
区、沙湾区、峨眉山市工商联比学
赶超，在引领和服务创新中积极作
为，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被确认为
2020-2021年度全国“五好”县级
工商联。在先进模范的带动下，全
市各县（市、区）工商联掀起创建

“五好”工商联的热潮，县级工商联
建设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有
力助推了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

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名单公布
我市7家上榜

游客领取防疫中药饮游客领取防疫中药饮

在峨眉山景区金顶欣赏日出金光
染白雪；奔赴古镇、非遗体验地来一次
有趣的研学之旅；寻觅一条飘着香气的
美食街区大饱口福……刚刚过去的元
旦假期，我市文旅热度高、亮点多，较
好满足了广大市民、游客对假日美好生
活的需求。

据统计，全市开放的34家A级旅
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9.24万人次（其
中，峨眉山景区接待游客7.69万人次、
乐山大佛景区接待游客2.5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728.66万元，同比2021
年分别增长16.40%、10.60%。

冰雪旅游成热门
随着冬奥会日益临近，冰雪旅游成

为元旦假期的热门。当元旦假期碰上第
23届峨眉山冰雪温泉节，快乐自然加
倍。

“摔在雪地里一点也不疼！”1月1
日，来自成都的宋女士一家在峨眉山景
区金顶欣赏了新年的第一次日出后，又
抓紧时间前往雷洞坪滑雪场享受冰雪
运动的快乐。她选择了滑板滑雪，她的
的女儿则沉迷在滑雪场新增的丛林穿
越、儿童溜索、“坑爹”过山车等娱乐体

验项目中。
“元旦假期，峨眉山景区以冰雪温

泉节为契机，大力宣传‘第四届峨眉山

冰雪小猕萌’摄影大赛、‘灵秀温泉快
乐泳远’文创泳衣设计征集大赛、‘百
家百味好吃峨眉’峨眉山首届旅游文化

美食节等系列活动，倍受游客追捧。”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同
时，我市沙湾区美女峰、（紧转第4版）

在“嘉”过节幸福多
■ 记者 杨心梅

峨边背峰山公园峨边背峰山公园，，市民游客享受冬日暖阳市民游客享受冬日暖阳。。 王永春王永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