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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加速“融圈”

盛夏时节，嘉州绿心公园，林
木葱郁、鸟语花香、绿色生态的开
放空间内，人与自然和谐共融。景
城一体、山水相融，上中顺、张公桥
好吃街、苏稽美食文化步行街等省
市重点美食街区吸引人们前往打
卡、品味美食，展现出“佛国仙山·
人间烟火”的韵味。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依
托。我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加快打造成渝“后花
园”，推动省党代会赋予我市“加快
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
的重大使命落地落实。

“路宽了，景美了，改造后的老
旧小区自然融入到美丽的滨江路
街景中，我们住户住得更舒心了。”
居住在中心城区滨河路 512号小
区的王大姐有感而发。我市加快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继去年完成老
旧小区改造145个后，今年全市将
再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55个、计划
新启动老旧小区改造589个，同时
开展古建筑保护修缮，加强城市文
化传承，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与此同时，外畅内联的区域综
合交通枢纽日益完善。成绵乐城
际公交化运行不断深化，成昆铁路
复线峨米段、连乐铁路、峨汉高速
金口河段等即将建成通车，岷江龙
溪口、老木孔航电枢纽项目加快建
设，成乐高速青衣江大桥、乐西高
速大渡河特大桥顺利合龙，乐山机
场全面开工建设……坚持“铁公水
空”全面发力，以高标准的通道集
群四向拓展，开放空间更加广阔，
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积极参与共建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6月下旬四川峨眉山亲子避
暑狂欢季旅游推介活动、“金佛山
—峨眉山夏季旅游产品发布会”相
继在成都和重庆举行；生态环境联
防联控联治更有力，川渝携手共建

“无废城市”，乐山位列其中；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更暖心，开通省内异
地住院医保联网结算医疗机构159
家，跨省异地住院医保联网结算医
疗机构100家……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圈”，在嘉州大地上，打
造出全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永祥 15GW单晶拉棒切方项
目正加快推进厂区建设，预计今年
7月建成投产；红豆110千伏输变
电新建工程已于 6月底建成投运
……6月，五通桥新型工业基地内，
企业生产和在建项目齐头并进。
近年来，我市坚决扛起省委、省政

府赋予乐山建设“中国绿色硅谷”
的使命，实施晶硅光伏产业“头号
工程”，推动乐山“中国绿色硅谷”
强势崛起。

“目前，我市已具备11.3 万吨
多晶硅，32GW 单晶拉棒切方及
15GW切片的生产能力，全球光伏
产业前10强企业中已有5家在乐
山落户或参股，高纯晶硅产能居全
国第一、全球第三，预计年度晶硅
光伏产能将突破800亿元。”市“中
国绿色硅谷”推进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

坚持“工业挑大梁”，重点培育
光电信息、民用核技术、新型建材、
绿色化工、食品饮料五大产业集
群，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1至5
月，我市工业运行质量整体良
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247.9亿元，总量居全省
第3位；同比增长202.7%，增速高
于全省173.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位。

峨眉山市将峨眉南山开发确
定为“一号工程”，推出一揽子南部
片区规划开展的重点项目；乐山大
佛景区南游客中心项目将于年内
建成投运；马边福来“卡莎莎”乡村
度假旅游区全面对外运营；黑竹沟
开发项目加快建设……紧扣省党
代会赋予我市打造峨眉山—乐山
大佛等重点文旅品牌和文旅走廊
的重大使命，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
品供给，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做强“大峨眉”旅游圈，做靓“小凉

山”旅游圈，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
游目的地。

瞄准“一个味道、十大美食、百
道美味、千种佳肴”美食发展路径，
我市持续擦亮“烟火嘉州城”“乐山
味道”等特色品牌，市中区加快打
造首个川菜预制菜产业园区。释
放消费潜力，推进全省区域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于5月启动“乐山数
字生活消费月”活动，累计发放消
费券 30 余万张，撬动直接消费
4000余万元，带动全市重点商贸
流通企业当月销售额实现 7.9 亿
元。5月全市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环比上升 19.9 个百分点，达到
51.3%，重返扩张区间。

目前夏茶采摘正当时，在夹江
县，茶叶机采、加工、出口整个链条
有序运转。“我们在大力推进茶产
业发展过程中，坚持春夏秋茶并
重，持续推进夏秋茶下树和茶叶出
口，为茶叶加工企业和茶农带来双
丰收。”夹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1至6月，夹江出口
茶1.63万吨，出口额4.91亿元，出
口量和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基本持
平。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农业生
产形势稳定。全市小春、大春粮食
播种面积分别增长2.15%、3.07%；
5月底全市生猪存栏172万头；1至
5月累计出栏生猪117万头，干毛
茶产值达53亿元，柑橘、道地中药
材、蔬菜和食用菌产量分别增长
4.1%、3.4%和0.7%。

“组合拳”稳住经济大盘

项目投资是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也是落实市
委“345”工作思路的重要载体，更
是扛起省党代会赋予乐山重大使
命的有力抓手。

我市坚持把重大项目推进作
为落实“两稳一保”的有力举措，全
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今
年1至5月，全市新开工计划投资
500万元以上项目334个，计划总
投资 652.8 亿元，分别增长 28%、
57.4%。全市306个市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301.9亿元，20个单独考核
我市的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1.2
亿元，分别超时序进度7.5个、20.3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我市着力抓好项目
招引，深入开展制造业招商引资

“百日攻坚”行动，精准开展延链招
商、以商招商、线上线下招商，20
万吨颗粒硅、30万吨正极材料等项
目签约落地。1至5月，全市签约
项目27个，投资金额682.22亿元。

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强化项目
协调，精心谋划项目储备。1 至 5
月，新立项投资项目1073个，计划
总投资1550亿元；新入储备库项
目407个，计划总投资1848亿元，
为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提供有力项
目支撑。

不止于抓项目促投资，为应对
多重困难叠加的严峻形势，今年以
来，我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同时，
从项目投资、农业、工业、服务业、
房地产、财政、金融、税收8个方面
推出62条稳增长政策措施，全力
以赴稳增长、稳就业、稳市场主体。

一系列“组合拳”的效应明显：
1至5月，全市新增减免缓退税共
计35.29亿元，惠及11万余户市场
主体，其中留抵退税退还 27.9 亿
元，已完成全年留抵退税计划的
80%；为全市852家服务型企业兑
现稳岗返还资金1334.09万元，惠
及职工3.2万人；减免失业保险费
用6946.49万元，惠及参保职工29
万余人；为54家参保单位缓缴社
会保险费568.97万元。

发展大潮奔涌向前，奋斗的脚
步永不停歇。面向未来，我市将立
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乐山新篇章，为推动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全力以赴推进高质量发展

■ 记者 张清

地处岷江东岸的市中区大佛
街道，辖12个村、5个社区，世界文
化与自然遗产乐山大佛坐落其
中。近年来，大佛街道党工委以党
建为引领，抓文化优势、打造特色
农旅融合样本，抓地理优势、构建
旅游服务综合体，抓群众需求、以
党建引领全心为民服务……先后
被评为“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乐山市防汛救灾先进基层党组
织”“乐山市市中区文旅发展先进
集体”。

建设“大佛后花园”

随着乡村振兴发展不断深入，
大佛街道在瞄准建设“大佛后花
园”的定位中持续发力。

棕桥村以苦笋产业闻名，核心
区苦笋种植面积达1万余亩，这里
不仅有茂密的竹海，还有集生产、
加工、采摘体验、竹艺编制于一体
的成熟产业体系。大佛街道以棕
桥村为龙头，累计招引落地乡村振
兴产业项目10个，规划布局水乡田
园生态廊道、凌云河生态大道、万
亩苦竹现代农业园区等重点项
目。2021年 7月 20日，大佛民宿
（酒店）联盟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
以大佛景区为轴心，大佛街道辖内
110余家民宿、酒店开辟出一条全
新的合作发展模式，共同打造大佛
民宿品牌。大佛街道党工委书记

杨冠中表示，2021年度，大佛民宿
（酒店）联盟商家接待游客30余万
人次，销售额4000余万元，实现了
游客与商家互惠共赢。

四季无休优服务

每逢节假日，大佛街道全体工
作人员都十分忙碌。“我们坚持四
季无休优服务。”杨冠中说，“我们
把游客当亲人，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旅游安全服务保障工作。”

志愿服务中党员就是带头人。
每逢节假日和旅游高峰期，大佛街
道党工委党员干部、村（社区）党员
志愿者便主动放弃休假，在高速公
路出口、停车场、景区入口等地设立
先锋党员服务点，为游客提供交通、
药品、饮水、雨具、口罩，针对性提供
美食向导、停车指引、“帮帮拍”等服
务。大佛街道与辖区派出所、市场监
管、城管等部门协作联动，对景区周
边重点路段100余家经营场所开展
旅游秩序“敲门行动”，平均每年服
务游客近10万人次。

时值汛期，每当雨天将临，大
佛街道辖内居民总能提前收到来
电提示。“去年，街道党工委已经实
现人防技防相结合，启用空中喊话
的无人机、双向信息确认的‘云喇
叭’等科技手段，有效提升防汛应
急处置能力。”杨冠中表示，“加上
防汛应急预案，我们有信心为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筑起坚实的‘红色’
堤坝。”

大佛街道党工委：

党建引领
发展用心 服务用情

强国复兴有我

产业园区破土动工、基地建设
火热推进、美丽乡村移风易俗……
在乐山市对口帮扶美姑县第三批
干部人才工作队的大力支持下，凉
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洒库乡以特
色花椒及花椒加工业为引领，让小
小花椒树成为致富大产业，“椒香
小镇”乡村振兴持续发力。

““小花椒小花椒””带动带动““大产业大产业””

美姑历来有种植花椒的传统，
产出的大红袍花椒色泽丹红、芳香
浓郁、醇麻爽口。

“小花椒”要想带动“大产业”，
就得改变长期存在的零星种植、技
术缺乏、管理粗放等情况。近年
来，乐美两地携手同行，在洒库乡
建起花椒种植示范基地、万佛花椒
产业扶贫工厂等，带动上千户椒农
增收。2021年，乐山市对口帮扶美
姑县第三批干部人才工作队入驻
美姑后，全面启动41个帮扶项目，
更是将花椒产业作为重中之重。

以项目为引擎带动产业发展，
工作队统筹资金5000余万元，规划
4300亩核心区，联合美姑建设首个
省级农业产业园区——乐美现代农
业示范园，在洒库乡发展花椒等特
色产业。2022年2月，乐美现代农
业示范园核心种植基地破土动工。

“核心种植基地主要在乐美社
区的五组和六组，由大红袍花椒套
种党参、黄豆等作物，并配套了相
关基础设施及灌溉设施。”工作队
挂职洒库乡党委副书记郭培林告
诉记者，目前，核心种植基地已完
成首批1000多亩大红袍花椒的种
植。

龙头带动、示范引领。如今，洒
库乡花椒种植面积已近1.5万亩。

““高标准高标准””绘就绘就““新面貌新面貌””

不仅有核心种植基地，在国道
348线旁，乐美现代农业示范园花
椒产业培育示范基地的建设也如
火如荼。该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73.62亩，包括多功能综合楼、花椒
育苗基地、有机肥加工厂、花椒产
业示范种植科技园等建设内容，可
开展育种育苗、农资配送、后期栽

培管理咨询等服务。
以“提品质、拓市场、促融合、

能富民”为目标，如今，乐美现代农
业示范园正建设为美姑首个集花
椒育种、育苗、种植、精深加工、技
术教学推广、观光休闲体验于一
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省级全产
业链示范园区，助力“美姑大红袍
花椒”品牌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

高标准推动园区建设，洒库乡
围绕“小花椒”作“大文章”，群众收
入不断增加、乡村环境持续改善、
移风易俗渐入人心。

洒库乡：好日子里有椒香

本报讯（记者 王倩）日前，市中区海棠街道
人民西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乐山开
放大学（乐山市社区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乐山市
商业银行黄家山支行开展“迎‘七一’颂党恩跟党
走”活动，70余名党员共聚一堂，听党课、做手
工，共享新时代美好生活。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活动现场，70余名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重
温入党誓词，大声唱出对党和祖国的热爱。随
后，来自乐山师范学院的教授为大家讲述了吉鸿
昌、杨靖宇等爱国英雄的感人事迹，让大家感受
到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颂党恩跟党走

本报讯（记者 罗曦）6月29日，由市中区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市中区文化馆、市老年书
画研究会、乐山永和诗书画院承办的“初心永不
忘 汉墨寄情怀”书画展在市中区文化馆开展，来
自全市上百名书画家以书言志、以画寄情，把对
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感赋予笔端，把对祖国繁荣
昌盛的美好祝福描绘成精彩画卷。

据了解，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140件，既
有以风景、花鸟等为内容的国画，也有篆书、楷
书、隶书等书写的原创诗词和古文诗词，作品主
题鲜明、内涵丰富、艺术性强，从不同角度生动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精美
的书画作品引来许多市民驻足观赏，从字里行间
感受到书画家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现在幸福生
活的感激之情。展出时间为6月29日至7月8
日，感兴趣的市民可在9:30到 17:30之间前往
市中区文化馆观展。

挥毫泼墨庆“七一”

本报讯（记者 何思源）“注意姿势，转身要
迅速。”6月29日，在乐山市奥林匹克学校的游
泳馆里，乐山市残疾人游泳队正在教练的指导下
积极开展训练。

炎炎夏日，泳池训练场里酷热难耐。记者在
现场看到，队员们不畏酷热，你追我赶，往来于
泳道间，认真开展训练。

游泳队队长樊建君是一位有着十多年丰富
比赛经验的老选手了。此次训练中，樊建君不仅
积极起好带头作用，更是将自己多年的经验技术
传授给队员们。他告诉记者，游泳队从5月初开
始训练，前期为了更好地恢复队员的体能，主要
以技术和耐力为主；后期从7月开始，队里主要
抓耐力和速度，争取在省残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乐山市残疾人游泳队
全力备战省残运会

柔道是一种以摔法和地面技为主的格斗
术。柔道部分起源于一种古代日本武士空手搏
斗的技术：柔术。柔道通过把对手摔倒在地而赢
得比赛，它是奥运会比赛中唯一的允许使用窒息
或扭脱关节等手段来制服对手的项目。柔道是
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它强调选手对技巧
掌握的娴熟程度，而非力量的对比。

1964 年柔道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而 1992
年柔道再次被纳入奥运会项目，目前奥运会共计
设立了 14 块金牌，是仅次于摔跤的奥运会格斗
项目。 （据省运会官网）

柔道

省运会赛事项目介绍

■ 记者 宋雪 文/图

■ 记者 唐诗敏

永祥新能源生产厂区 程凤涛 摄

火热夏季，发展的热潮和
激情席卷嘉州大地。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
指出，抓发展是第一要务。紧
扣省党代会精神，全市上下聚
焦聚力抓发展，突出高质量发
展这一主题，全面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力以赴
拼经济、搞建设，着力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推动国家、省、市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
地见效，全市经济运行保持稳
步增长势头，主要经济指标走
在全省前列。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5 月，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投资、
社消零分别增长8.1%、11.0%、
1.8%，分别高于全国4.8个、4.8
个、3.3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2.0 个、3.3 个、1.2 个百分点。
全市进出口总额 54.84 亿元，
居全省第 6 位；增长 110.3%，
居全省第 5 位。其中，出口总
额 49.70 亿元，居全省第 4 位；
增长166.2%，居全省第2位。

乐美现代农业示范园核心种植基地生机盎然乐美现代农业示范园核心种植基地生机盎然

本报讯（记者 王倩）6月30日19时许，“四
川农信杯”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
柔力球比赛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完满收官，乐
山代表队在比赛中获得3银2铜5枚奖牌。

乐山代表队获得花式柔力球集体自编套路
银牌，双人自编套路银牌，网式柔力球混合双打
银牌（均为中年组）；乐山代表队运动员肖明钰
获得网式柔力球女子单打（青年组）铜牌，运动
员谢贵军获得花式柔力球单人自编套路（中年
组）铜牌。

在当天下午的赛场上，乐山代表队运动员
伍尖兵与段卫利夫妇携手参与网式柔力球混合
双打比赛，并获得银牌。伍尖兵和段卫利表示，
他们已经打了十数年柔力球，在赛场上真切地感
受到了快乐和幸福，并且对此次取得的成绩很满
意。“现在最高兴的是乐山代表队首次组织了青
年组队伍参加柔力球比赛，还在这次比赛中获
得了好名次。希望乐山市的柔力球队伍能够继
续壮大，带动更多青年人加入。”作为乐山代表
队的教练，伍尖兵对乐山柔力球未来的发展充
满信心。

群众体育项目
柔力球比赛收官
乐山代表队获3银2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