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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科学谋划
了四川未来五年发展的宏阔蓝
图。为确保省党代会部署全面转
化为乐山的生动实践，沙湾区将如
何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党代会
精神上来？日前，记者专访了沙湾
区委书记徐岳泉。

记者：沙湾区如何抓好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

徐岳泉：沙湾区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
示精神和省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
省委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沙湾工
作的强大动力和具体行动。

一是聚焦“快”字传达学习。
先后召开全区学习宣传贯彻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区委常委
会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
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协党组会议

等进行传达；区级各部门、各镇（街
道）组织召开党委（党组）会议、党
员大会、机关干部大会迅速进行学
习传达，确保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
个支部、每一名党员，切实将其内
化为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

二是聚焦“广”字宣传宣讲。
县级领导带头到联系镇（街道）和
分管领域开展宣讲47次，区委宣
讲团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
园、进社区开展集中宣讲。在全媒
体平台推出《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
兴川再跨越》《学习宣传贯彻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等专题专栏9
个，刊播相关新闻报道43条，LED
屏滚动刊播600余条次，持续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三是聚焦“实”字贯彻落实。
深入领会省委“讲政治、抓发展、惠
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和赋予
乐山“加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
发展能级”的重大使命任务，组织
开展专题研究、深入探讨，结合市

委“345”工作思路，制定贯彻落实
方案，将任务逐项分解，确保把握
精神实质准、领会核心要义深。

记者：紧扣省委“讲政治、抓发
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
沙湾区将如何做好“稳增长、稳市
场主体、保就业”相关工作，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徐岳泉：省委12字工作总思路
是沙湾区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遵
循，我们将其与市委“345”工作思
路一体坚持、一体推进、一体落实，
将其细化为推动沙湾建设“工旅融
合发展示范区”的具体举措、转化
为推动沙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实际行动。

一是精准发力稳增长。全力以
赴拼经济、搞建设，制定沙湾进一步
稳住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确保
实现“双过半”和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工业上，突出抓好“两块钢”——
钒钛钢和不锈钢。做精钒钛钢，德胜
钒钛公司投资31.5亿元实施钒钛资

源综合利用装备及工艺升级项目，
延伸产业链。做强不锈钢，罡宸不锈
钢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带动下游
15家不锈钢企业抱团发展。农业
上，扩面提质“两种药”——川佛手
和柔毛淫羊藿。积极响应中央“引导
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不与粮争
地”要求，在喀斯特地貌上发展“石
缝经济”，全力争创省级四星级现代
农业园区。文旅上，精心写好“三个
大”文章——大文豪、大峨眉、大渡
河。办好沫若文化年系列活动，持续
擦亮“名人文化”名片。主动在旅游
业找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以

“赏花经济”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旅
游“突破重围”。

二是千方百计稳市场主体。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稳住市场主
体“基石”，出台惠企利民31条措
施，将减税降费、惠农补贴等政策
落实到工厂、落实到田间地头，提
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累计落实
工业发展奖补、增值税留抵退税等

各类补贴 1.06 亿元，确保全区
9870户市场主体稳定运行。以消
费增强市场主体活力，组织重点商
圈、连锁零售、特色餐饮等开展促
销让利活动。当好企业服务“店小
二”，强化土地、环评、水、电、气等
要素保障，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
提供“保姆式”服务，预计全年可为
企业节约成本2亿元。

三是用心用情保就业。把就
业摆在突出位置，围绕“稳存量、扩
增量、保重点、促匹配、兜底线”，出
台《沙湾区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就业
十五条政策措施》，加大援企稳岗
力度，开展就业岗位推送、摆摊送
岗等专项行动，支持企业招用贫困
人口、失业人口，开放510个公益
性岗位托底安置，让群众端稳“饭
碗”。实施好选调生招录、事业单
位考核招聘、三支一扶招募、区内
企业招聘等基层项目，拟开发1080
个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在基层建
功立业。

推动沙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专访沙湾区委书记徐岳泉

■ 记者 杨心梅

本报讯（记者 曾梦园 文/图）
昨（27）日，“四川农信杯”四川省
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体
育舞蹈比赛在犍为县体育中心体
育馆开赛，来自省内各市州的17
支代表队共 230余名参赛选手，
在6月27日到28日展开角逐。

比赛现场，选手们意气风发，精
神抖擞，热情的伦巴、奔放的恰恰、

优雅的华尔兹……场馆内，参赛队
员翩翩起舞，大家以舞会友，同场竞
技，赢得场外观众阵阵掌声。

本次比赛分为精英组、青年
组、成人组、壮年组、常青组、单人精
英组、成人巾帼组和街舞组共22个
组别，采用预赛、半决赛、决赛的方
式，经过三轮比拼共66场次，预赛、
半决赛采用淘汰法，决赛采用名次

法；比赛共设标准舞、拉丁舞和街
舞3个项目22个小项，产生22枚
金牌，均在28日下午颁发。

据了解，体育舞蹈是首次入
选省运会的群众体育项目，在此
次比赛中，既为体育舞蹈爱好者
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还可以
动员和引导更多体育舞蹈爱好者
参加丰富多彩的舞蹈活动。

省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体育舞蹈开赛本报讯（记者 王倩）昨（27）
日下午5时，随着最后一个小项
决出胜负，“四川农信杯”四川省
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
地掷球比赛落下帷幕。乐山代
表队在本次地掷球比赛中表现
突出，将7金4银1铜共12枚奖
牌收入囊中，并获得“体育道德
风尚奖”，展现了乐山代表队在
比赛中积极向上、敢于拼搏的体
育精神和作为“东道主”以赛会
友、团结互助的竞技风度。

此次比赛乐山代表队在小
金属球青年组混合三人赛、塑质
地掷球中年组男子三人赛、小金
属球中年女子组三人赛、草地掷

球中年组混合三人赛、塑质地掷
球青年男子组双人赛、大金属球
青年女子连续抛击、塑质地掷球
青年女子双人赛7个小项中获得
金牌；在小金属球中年男子组三
人赛、大金属球中年男子组准确
抛击、大金属球中年女子组准确
抛击、草地掷球青年组混合三人
赛4个小项中获得银牌；在小金
属球中年组准确抛击项目中获
得铜牌。

此外，乐山代表队获得“体
育道德风尚奖”，乐山代表队运
动员张学红、杜永贵、王偲
又、黄梅获评“体育道德风尚
运动员”。

群众体育项目地掷球比赛圆满落幕

乐山代表队斩获7金4银1铜

迈步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村里开展‘一户多宅’
及危旧房清理整治，既能改善人居环境，更能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这项工作得到广大村民支持。”近
日，市中区平兴镇平兴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朱雨
生表示，村里已对某些存在安全隐患、影响村貌的
老旧房屋进行了拆除，相较去年，平兴村变得敞亮
洁净许多。

朱雨生告诉记者，“一户多宅”及历史遗留非法
住宅综合整治工作是农房确权工作的基础，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前提，也是平兴村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保障。今年以来，平兴村以“五清行动”为抓
手，相继开展影响村容村貌的闲杂房、废弃房、危房
等建筑拆除工作，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主动拆除自家不合规范的房屋，同时，
动员亲友邻居，帮助广大村民积极转变思想观念，
树立“一点一滴改善人居环境，一言一行成就美丽
平兴”的良好理念。通过3个多月的努力，截至目
前，平兴村已拆除“一户多宅”及危旧房34户，腾挪
耕地15亩。

如今，不仅平兴村开启了“美颜”，平兴镇“赶场
子”的地盘也即将焕然一新。“投资473万元的平兴
镇场镇提升项目已全面进场建设，预计8月底全面
完工。”平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很快，不论大家是
到镇上赶场，还是到镇政府办事，都会感到更加舒
心。”

据了解，平兴镇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围绕完善服务功能、规范场镇管理、
提升场镇品质三个方面，提升场镇建设。此次场镇
提升项目聚焦交通补短、环境整治、风貌改造、服务
提升四大行动，实施对标补短全面提升场镇风貌，
重点包括便民服务中心改建、集镇风貌提升、道路
黑化、公交站台和河堤堡坎改造等，旨在提升平兴
镇基础设施水平和群众服务水平。

拆除废宅提升场镇

平兴镇开启“美颜”模式

本报讯（记者 祝贺）为有效推进乐山国企依法
治理、合规管理和第三方机制建设，防范化解法律
风险，6月24日，2022年第三期乐山国资大讲堂暨

“四川十大法治人物”巡回宣讲活动举行。市国资
委邀请2021年度“四川十大法治人物”陈军律师，
就“认真贯彻落实《民法典》全面推进国企合规管
理”进行专题讲授。乐山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
在乐中央和省属企业、乐山市属及各县（市、区）国
资国企法务工作负责人参加宣讲活动。

宣讲中，陈军从《民法典》的编撰、担保、合同及
合规不起诉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内容丰富多
彩、分析精辟独到，思路开阔、理念创新，其中既有
全面准确的问题剖析、政策解读，又有结合实际的
案例分析。

活动中，陈军实地了解了乐山公交客运总站全
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并体验乐山交投集团“法治
号”公交。对乐山国资国企创新普法形式，以最贴
近群众的形式打通宣法“最后一公里”给予高度评
价。

近年来，乐山国资国企坚持以法治化为基础推
动国资国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健全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
范、全面有效的合规管理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
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形成全面、全员、全过
程、全体系的依法治企格局和合规管理、风险防控
机制。同时，以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为契机，倾
力打造“法治公交”“法务沙龙”“乡村振兴 法治课
堂”“法治工地”“法治示范景区”等“五朵金花”，与
西南财经大学、乐山市人民检察院就企业合规管理
达成战略合作，并由点及面、市县统筹、整体联动，
为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强法治支撑，取得了丰硕成果。乐山市国
资委荣获多项殊荣，并被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
办评为“2016 年—2020 年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单
位”。

“法治人物”巡回宣讲
国企合规再上新台阶

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 王倩）昨（27）
日上午，共青团乐山市委在乐山
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四川省第十
四届运动会青年志愿者培训
会，乐山职业技术学院选拔出
的200余名“小海棠”志愿者参
与培训。

培训会邀请专家学者、四川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防疫医疗部
负责人和礼仪培训专家，围绕乐
山旅游发展状况、疫情防控指引
及应急培训和服务礼仪各方面，
为志愿者们进行讲解。“小海棠”

们在现场互相交流，积极互动，
纷纷表示将会学以致用，以饱满
的热情和专业的技能投身到省
运会保障服务中。

据了解，从2014年第一届旅
博会开始到本届省运会，“小海
棠”志愿者们已经走到了第9个
年头。“小海棠”们在我市各大赛
会上展示了乐山青年形象、传递
了青年声音、展现了青春作为，
成为赛会现场不可或缺的一道
靓丽风景和乐山志愿服务一张
响亮的名片。

“小海棠”集中“充电”
全力以赴为省运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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