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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清）7 月 16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主持
召开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调度会，分
析研判我市防汛救灾形势，安排部
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赵迎春，副市长雷建新出席会
议。

陈光浩指出，目前已经进入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已连
续10多天出现高温天气，大旱之
后易有大涝，尤其7月下旬、8月上
中旬历来是我市多雨多灾高危时
段。全市各地各部门要始终绷紧
防汛减灾这根弦，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
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市委“12个
100%”要求，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立足防大
汛、抢大险、救大灾，保持“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问题、隐患、
风险想得更严重一些，有针对性堵
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严密防范旱
涝急转，全力奋战主汛期，咬牙坚
守主阵地，坚决打赢安全度汛这场
硬仗。

陈光浩强调，要下好隐患排查
整治“先手棋”，做到隐患排查全覆
盖，认真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

查、雨后核查”机制，落实落细险情
应对措施，以“清单制+责任制+时
限制”推动排查出的问题隐患整改
销号。密切监测天气、雨量、汛情，
加强会商研判，提高预报预警精准
度和时效性，激活临灾预警“叫
应-叫醒-回应”机制，采取“人技
结合、土洋兼用”方式，及时将预警
信息传递到村、到户、到人。严格
落实“三个避让”“三个紧急撤离”
要求，做好转移避险工作。抓实应
急预案修订、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
设、应急物资储备等工作，深入开
展识灾防灾避灾知识宣传培训，强
化应急值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树牢“一盘棋”理念，凝聚最大工作
合力，将防汛减灾救灾工作落实到
最小工作单元，确保实现“零死亡、
零失踪、零重伤”的“三零”目标。

会上，陈光浩还就做好当前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强调，各地各部门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松劲心态，科学精准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继续严格执行“入川即检”措
施，彻底排查风险人员，抓实重点
场所管控，强化风险职业人群监
测，做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服务保
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陈光浩主持召开全市防汛救灾工作调度会强调

坚决打赢安全度汛这场硬仗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7月16
日，“文化中国·锦绣四川——高校
外籍师生巴蜀文化品悟之旅”活动
来到乐山，来自四川13所高校的
26个国家的48名外籍师生依次前
往市中区、峨眉山市等地参访交
流，领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及
峨眉武术、川剧的魅力风采。

当天，交流团嘉宾在嘉州渡口
登上游船，仰望世界第一大佛——
乐山大佛。大家一边发出由衷的
赞叹，一边拍照留念。“乐山大佛让
我们大开眼见。如果有机会，我希
望带家人和朋友一起来观赏！”来
自巴基斯坦、现就读于四川师范大
学的ASHFAQ NOOR US SABA
（中文名：鲁敏敏）感叹道。

在享用完地道的嘉州特色美

食后，交流团来到峨眉山市，在大
佛禅院感受中国传统武术流派之
一的峨眉武术文化，在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峨眉武术传承人王超
的讲解中，体验动静虚实、刚柔并
济的拳法精髓，认真学习峨眉武术
的招数套路。随后，交流团来到象
城观看川剧表演，表演艺术家们一
抹妆、一句词、一举手、一声腔赢得
现场掌声连连。

“当前，乐山正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旅游目的地，每一位外籍友人
都是我们传播巴蜀文化、嘉州文明
的窗口，希望借此机会，能让更多
人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魅
力，在国际舞台中讲好乐山故事，
擦亮乐山的‘文旅名片’。”乐山海
外联谊会相关负责人说。

四川13所高校外籍师生
来乐领略嘉州文化

本报讯（实习生 李怡宁 记者 曾
梦园 文/图）“叔叔，您辛苦了！”7月
15日，市中区海棠街道徐家 社区
的小志愿者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开展“炎炎夏日送‘清凉’，心系
一线工作者”活动，将清凉物品送到
张公桥环卫所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直属一大队张公桥中队，为一线工作
的户外劳动者们送上夏日“清凉”。

“敬礼！”在张公桥环卫所，小志
愿者们排好队，将准备好的“清凉”大
礼包送到环卫工人手上，并向他们敬
礼表达感谢。随后，小志愿者们又来
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张
公桥中队，将“清凉”物品送到交警叔
叔的手里。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给一线工作
者们带去夏日‘清凉’，向他们表达敬
意，也希望借活动让小志愿者们明白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时刻珍惜美好生
活。”徐家 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小小志愿者 夏日送“清凉”

小志愿者向环卫工人敬礼

下好规划引领“先手棋”
赋能乡村新动力

井研是典型的丘区农业县，农村土
地比较散乱、地势不平、灌溉用水不便，
一直制约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为
解决这些问题，井研县规划实施并完成
了2021年井研县“五良”融合产业宜机
化改造项目。“‘五良’融合是指良种、良
法、良制、良田、良机五种农艺农机融合
发展。”井研县委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瓦子坝现代农
业丘区粮油科技示范基地呈现出“田成
方、土成型、渠成网、路相通、沟相连”的
现代农业新画卷。

瓦子坝现代农业丘区粮油科技示范
基地位于井研县南部百里粮油走廊核心
区域。基地以粮油产业为主导，规划建
设宜机化种植基地5000亩，配套专家大
院、科技小院、农机展示平台、秸秆综合
利用中心、农业固废回收处置中心等，具
备新品种新技术示范、高效种植模式推
广、丘区机械示范推广、新技术研发运
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五大功能。
目前，基地内已经建成“五良”融合宜机
化种植基地1900亩，新建科技小院、农
机展示平台等，水、电、路、网配套完善，
正在加快推进“五良”融合、专家大院、秸
秆及固废回收处置中心等二期项目，预

计年底全部完工。
井研县将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作为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的总牵引
和总抓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牵
头，成立3个片区功能性联合党委，统筹
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整合资金
1195万元，用以启动镇、村级片区规划
编制工作。目前已完成周坡片区、提前
完成研城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序
推进马踏产业加工片区和10个村级片
区规划编制。片区内包装生成184个项
目，总投资270.7亿元。目前，已开工项
目108个，完工52个，完成投资总额的
64%。

完善片区配套功能
注入发展新活力

位于宝五镇曙光村的井研县老农民
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一期工程已完成建
设，二期项目正加快推进，预计年底全部
完工。该中心集工厂化集中育秧、农机
服务与推广、农资销售与配送、粮油烘干
与贮藏、综合服务与托管等社会化服务
功能于一体。

在丘区，普遍存在农业生产缺技术、

缺机械、缺劳力、缺标准问题，为解决好
这些难题，井研县把社会化服务工作作
为提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
手，有效破解“谁来种地、谁来把地种好”
的现实困境。

井研县老农民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前身为老农民水稻专业合作社，是省级
示范合作社。“我们针对季节性外出务
工农户和劳动力不足的农户，提供‘菜
单式’服务，包括育秧、机插机播、统防
统治、机耕机收、烘干仓储、加工运销等
服务事项。服务对象可根据自身需求，
灵活选择服务组合；中心还可根据服务
对象需求量身定制不同的服务模式。
服务结束后由服务对象验收作业质量，
再支付服务费用。”合作社相关负责人
说，“针对部分农户土地撂荒问题，可全
程托管，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耕
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收
益归服务组织所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归农户，确保耕地地力不下降，农户收
入不降低。”

近年来，井研县推动农业生产过程
现代化，为全县农业输送新鲜“养分”，注
入了新的活力。

井研县：打造“天府粮仓”丘区样板

盛夏时节，井研县瓦子坝
现代农业丘区粮油科技示范基
地里，水稻、玉米、大豆长势喜
人，巨幅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
映衬下尽显壮观。

井研，天府之南，乐山之
东，是全国产粮大县、全省现代
农业示范县、全省农产品主产
区、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示 范 县 、全 省 乡 村 振 兴 先 进
县。2022 年，井研县紧紧围绕
市委“345”工作思路，深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做深做实两项
改革“后半篇”文章。当前，井
研正在加快实施“北柑南粮”战
略，在已形成的百里柑橘走廊
基础上，再打造一条以粮油产
业为主导的百里走廊，形成井
研农业发展的双引擎，构建“粮
经渔统筹、产加销一体、农文旅
结合、一二三融合发展”的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打造“天府粮
仓”丘区样板。

本报讯（穆军 记者 谭晓勇）日
前，夹江县城华林超市负责人余勤
一早就收到了来自马村镇龚沟村
新鲜采摘的茵红李，为早市购物的
消费者送上“第一手”鲜果。

“我们的李子饱满清香，果肉
入口无涩味，脆嫩爽口，看我为大
家展示一下！”一天前，夹江县烟草
专卖局通过搭建“辉映青江”公益
助农直播间，由单位党员、马村镇
工作人员、党员零售客户共同担当
主播，向网友全方位介绍龚沟村的
茵红李，吸引了6000余名网友在
线观看。当天，10名零售客户受
邀现场试吃，并与龚沟村签订农产
品购销协议，活动现场销售茵红李
近500公斤。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夹江
县烟草专卖局党支部与马村镇党

委及部分党员零售户三方联动，共
同构筑“云党建”新模式的一次有
力尝试，旨在依托龚沟村水果种植
的产业优势和烟草零售环节的渠
道优势，借助“云上”东风及主流网
购平台优势，优化升级传统销售模
式，在龚沟村和零售客户之间打通
了一条集“价格磋商、线上下单、水
果采摘、物流配送、线下销售”于一
体的果园直通商户的“绿色通道”，
推动龚沟村水果产业和集体经济
发展，实现村集体和零售客户经济
收益“双提升”。

夹江县烟草专卖局始终坚持
助农惠农帮扶，9年间对马村镇公
益捐赠50余万元，未来将继续坚持
为民服务初心，着力构建行稳致远
的长效交流机制，深度搭建助农惠
农平台，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振兴。

“云上”东风助农惠农

市场强势回暖

“感觉乐山热闹起来了。”昨（17）
日，在中心城区经营民宿的小张在朋友
圈里感叹，引发不少同行共鸣。刚刚过
去的一周，小张的民宿入住率超过
75%，收获近期最佳“战绩”。

“早上吃小吃、中午品跷脚牛肉，晚
上撸串麻辣烫，游客们的美食攻略把乐
山‘拿捏’得明明白白。”小张告诉记者，
因为他的民宿毗邻张公桥好吃街，受到
很多好吃嘴的青睐。

不止张公桥好吃街，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如上中顺特色街区、嘉兴路美食
街等“声名在外”的美食街区也重现了游
客排队打卡的盛况。

据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近期行程卡“摘星”、跨省游恢

复、文旅优惠举措推出等多重利好，我市
文旅市场复苏明显，市场热度持续回
升。“近期从旅行社、景区、酒店等相关行
业单位反馈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暑期
文旅市场的强劲回暖。”

抢抓机遇，我市各地“各出奇招”
吸引游客。犍为开展“来大美犍为趣
游一夏”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该
县文体旅游局局长通过短视频，邀游
客畅游犍为山水，感知犍为大好河
山；夹江县着力发展“夜光经济”“地
摊经济”，推动稳主体保就业促消费，
美食、娱乐双管齐下，丰富市民夜间生
活……

“暑期”特色明显

昨（17）日下午，暑热还未退去，市
民朱女士带领家人前往市中区悦来镇荔
枝弯村采摘荔枝，并在当地63号营地烧
烤、玩水，直到天黑才返回城区。“暑假以

来，寻找哪里好玩、哪里凉快，成了一家
人的日常。”朱女士说。

位于犍为县桫椤湖度假中心的嘉
阳·科普乐园近日也是格外热闹，如织的
游人穿梭在桫椤湖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
教中心，或欣赏桫椤湖珍稀的植物和动
物，探寻桫椤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奥秘；或
走进水上公园，在游泳池里寻求新奇刺
激，尽享凉爽。

暑假，因其特殊的时间性，呈现出明
显的市场偏好。避暑游、亲子游、研学游
等业态俨然成为新亮点、新特色。

7月11日下午，为了让少年儿童深
入探索宋韵之美，感悟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峨眉山博物馆组织20组亲子家庭
在馆内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宋代妆
造·谦谦君子钗头花”主题活动。在老师
的指导下，孩子们精心串珠，缠绕与黏合
花片和珠玉，最后制作完成款式精巧、美
观大方的簪花。

（下转第4版）

“乐”文旅升温“暑期”亮点多

人气火热如天气！进入暑
假，我市多个景区景点热度回升。

7 月上旬，气候宜人的峨眉
山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 17.6 万
人次，属全国同类型景区中率先
实现复苏的典范。同样火爆还
有我市其余景区，在接待游客量
同比实现突破之余，景区周边民
宿、酒店也迎来了游客入住高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