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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为群众办实事“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五通桥区
冠英镇紧扣“路整平、地扫净、服务
好、治污染、面貌新”15字目标，
“点线面”齐发力，提升场镇“硬”设
施，做优服务“软”环境，让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

图为干净整洁的冠英镇图为干净整洁的冠英镇。。
曾雅军曾雅军 摄摄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近日，
乐山高新区出台《乐山高新区人才
政策八条（试行）》（以下简称《人才
政策八条》），明确每年由财政安排
1000万元经费，设立人才支持专项
资金，用于支持区内人才引育留
用、企业做大做强，并开展科技研
发和人才奖评等工作。加上前期
出台的《乐山高新区支持科技创新
八条政策（试行）》，乐山高新区未
来将每年投入 5000万元，为企业
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育留用提供资
金支持。

《人才政策八条》从支持自主
引才、创新创业、技术研发、自主育
才、人才奖评、人才安居、提升服务
保障等方面精准发力，加强人才

“引、育、留、用”政策支持力度，加
快建设“区域创新人才高地”。通

过发放人才岗位补贴、创办企业资
助、入乡创业奖励等方式，吸引高
质量人才集聚；通过发放人才贡献
奖励、员工培训资助、职业资格提
升补助等方式，培育高质量人才；
通过发放租房补贴、安家补助，以
及提供购房支持等方式，留住高质
量人才；通过“高新英才”评选活动
和支持科技、农技研发等方式，用
好高质量人才。

乐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出台《人才政策八条》，是乐山高新
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稳住经济大
盘电视电话会议，加快构建以乐山
高新区为龙头、其他区县为基础点
的人才发展雁阵格局的具体措施，
是大力引进用好各类人才，建强支
撑乐山高质量发展人才队伍的行
动体现。

乐山高新区出台
《人才政策八条》

优布局推项目
特色产业片区发力

沿着百里茶乡产业环线来到新场
镇团结村，记者看到道路两旁坐落着茶
林间种的连片茶园，郁郁葱葱、茶香四
溢。茶园里，机械化夏茶采收正在进
行。团结村党委书记殷杰告诉记者：

“包括团结村在内，这片茶叶现代农业
园区，已成功创建为省三星级园区。”

推动茶产业连片发展、规模发展、
高效发展，团结村茶叶种植面积已达
6400余亩。这里已成为夹江县金牛河
流域出口茶片区的重要“窗口”之一。

如何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走深走实？夹江县扎实推进全省乡村
国土空间规划试点，以片区为单元，划
定了金牛河流域出口茶片区、青衣江东
风堰灌溉片区、峨眉前山茶旅片区3个
镇级片区和21个村级片区。

抓试点、优布局。通过规划，夹江
县域城镇空间体系更加清晰，形成“1+
2+5+N”的特色镇村体系；特色产业更
加规模集聚，带动30万亩茶园、20万亩
复种蔬菜、5万亩中药材集中连片发展；
园区发展优势更加凸显，形成省三星级
出口茶现代产业园区、市四星级粮经轮
作产业园区等4个园区。

产业发展、片区带动，需要牵住项
目的“牛鼻子”。

夹江县坚持“一图一清单”，生成片
区图和项目清单，形成重点项目93个，
其中20个项目纳入省市重点项目库。
按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思路，打捆项目
清单，生成“一枝五叶”重大农旅融合项
目。

“一枝”，即以新峨、乐荥高速连接
线联通峨眉山零公里为契机，打通夹江
县城到峨眉山核心景区的通道，打造全
省公旅融合示范线；“五叶”，即“百里茶

乡”“百里水乡”“中国纸乡”等在内的五
个特色乡村振兴项目，总投资达181.2
亿元，今年计划投资30亿元。

系统规划“一枝五叶”项目体系，夹
江县让农业项目小、散、碎的局面得到
改变。

延链条促融合
夹江模式助农增收

夹江县按照市委“稳农业”的部署
要求，围绕“1+6+2”工作总思路，推动
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新进展。

围绕东风堰、跃进渠、金牛河、马村
河四大流域，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8万
亩，推广总结提炼了“山上种茶、茶林间
种，山下种粮、粮经轮作”的“夹江模
式”，既保粮食安全、又促农民增收；全
县茶叶出口额、出口量均居全省第一，
年综合产值69.5亿元；夹江蔬菜成为全
省首批直供港澳的农产品，年产值达
12.63亿元；泽泻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
全国第一，年产值达2.22亿元。

“我们这里打造万亩菜园，还建立
了两家农资超市，村民个个是股东。”仲
夏时节，甘江镇金银河村一派繁忙，200

亩标准化蔬菜大棚投入使用，10亩高标
准联动温室智能大棚即将完工。在建
设“稻-蔬”现代农业园区的同时，甘江
镇进一步加强冷链物流、仓储保鲜等服
务配套建设，建成滨河社区、甘露村冷
链物流冻库，形成了“1＋7＋N”冷链配
送体系。

健全产业体系。夹江县围绕农业
市场体系延展产业链条，培育蔬菜、泽
泻产业冷链物流企业7家，建成省内领
先的农产品检测中心，加快建设农产品
综合交易市场、泽泻加工区；茶产业搭
上东西部协作平台，培育形成9个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和217家初加工企业，1
家企业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培育形成800余家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乐天农机获评全国统防统治星级
服务组织。

深化金融合作。夹江县取得全省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全省“家庭
农场信贷直通车”等试点；“百里茶乡”

“百里水乡”两个项目争取融资18.6亿
元；发放“政担银”贷款10.85亿元；推广
乐天农机“秋后算账”服务模式，截至目
前涉农贷款113亿元；开展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优先保障农业项目用地……

夹江县：片区带动 铺开乡村振兴“新画卷”

近日，记者走进夹江县新场镇
团结村，见到绵延起伏的茶山、平
坦舒适的道路、干净整洁的新居。
百里茶乡产业环线旁，6 组村民余
亚群乐呵呵地说：“我在本地企业
上班，家里还套种了 10 多亩茶叶
和梨树，年收入能有十几万元。”

夹江县坚持以乡村振兴统揽
全县“三农”工作，做好两项改革

“后半篇”文章，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总要求，以项目建设为总抓
手，系统规划“一枝五叶”项目体
系，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发展，一
幅业兴、村美、人和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在夹江县缓缓铺开。

■ 记者 宋雪

本报讯（记者 张清）7月18日至
19日，武隆区委副书记、区长左军率
重庆市武隆区党政代表团来乐考察，
双方举行四川乐山—重庆武隆推进区
域协作座谈会。期间，市委书记马波
会见代表团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光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
任赖淑芳，市委副书记蒋刚参加相关
活动，武隆区委副书记毛大春参加。

座谈会上，陈光浩代表乐山市委、
市政府对武隆区党政代表团来乐山考
察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乐山与武隆资
源禀赋相近，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
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抢抓重大战略机遇，发挥比较
优势，拼搏实干、埋头苦干，加快提升
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建设“中
国绿色硅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希望两地携手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和川渝党政联席
会议精神，坚定扛起时代使命，持续深
化多领域协同合作，推动政策互惠、产
品互售、客源互送、节庆互动，加快促
进两地文旅消费复苏提振，共同打造
高水平区域协作样板，为川渝两地唱
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贡献更大力

量，奋力书写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左军指出，武隆区与乐山市自缔
结友好城市以来，携手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启区域协同发展
新篇章，双方在文旅产业等各项事业
中取得了长足发展。此次考察让我们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乐山强劲的发展势
头、浓厚的建设氛围和昂扬的精神面
貌。接下来，武隆将以本次考察为新起
点，与乐山进一步健全交流协作机制，
密切党政往来，深化人文交流，进一步
加强两地在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农

文旅融合、大数据等方面的协作，在深
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担
当更大使命、展现更大作为。

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四川省乐
山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
府协同提振文旅消费合作协议》。

在乐期间，武隆区党政代表团先
后前往峨眉山市高桥镇和川主镇、峨
眉文旅大数据中心、市中区苏稽镇、
五通桥区永祥新能源公司，实地考察
我市重点文旅项目、“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及晶硅光伏产业发展等情况。

武隆区副区长刘印，市领导席代
金、宋秋参加相关活动。

重庆市武隆区党政代表团来乐考察

深化多领域协同合作
共同打造高水平区域协作样板

马波会见陈光浩赖淑芳蒋刚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薇）近日，《四
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省级城市更新试点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发布。《通知》明确，将
在自贡市等11个地级城市、阆中市
等10个县级城市（县城），开展省级
城市更新试点工作。我市入选该
试点工作名单。

近年来，我市着重从老旧小区
改造和完成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两个方面，积极开
展城市更新工作：2021年度计划改
造的555个老旧小区已全部开工，
完成投资1.7亿元；2022年将继续
有序推进城市更新，计划改造老旧
小区589个，惠及居民3.2万户，提
升城市宜居指数。此外，我市还指

导督促各县（市、区）加快推进2021
年度开工改造的555个老旧小区，
在今年上半年内全部完工。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同时，我市
也注重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近年
来，我市完成了46处历史建筑测绘
建档工作，建档率 100%。2021
年，我市出台《嘉州古城保护办
法》，完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规划，以及相关区域紫
线划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对牛咡桥
致江路片区更新、桂花楼-皇华台
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等5个重点示范
项目进行打造，加强城市更新工作
力度。

我市入选省级城市
更新试点名单

本报讯（记者 张清）7 月 19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前往
五通桥区督导调研工业经济时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
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重要部署,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抓项目促投资，增强自主创新，着
力新能源、新材料方向，推动绿色
化工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奋力
打造千亿绿色化工产业集群。市
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市直机关
工委书记谭焰，副市长席代金，市
政府秘书长王玻参加调研。

前往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
司、乐山锐丰冶金有限公司，陈光
浩一行深入企业生产厂区、中控室
等地，深入了解企业稀土萃取、产
业链、研发投入、核心竞争力、市场
占有率、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
指出，企业要持续强化科技研发，
瞄准产业链高端环节，不断强链延
链，加强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
精深开发下游产品，加快退城入园
和新项目建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

在乐山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和邦投资集团，陈光浩了
解生产运行情况，听取企业汇报当
前重点工作和发展战略。他指出，企
业要发挥自身技术和产业优势，立
足乐山，持续加大项目投资力度，为
乐山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再立
新功。

陈光浩在调研中强调，绿色化
工是我市重点支柱产业之一，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市委、市政府将
一如既往支持绿色化工产业加快
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五
通桥区是传统的盐磷化工老工业
基地，依托丰富的盐卤资源，已形
成较为完整的绿色化工产业体
系。要抢抓机遇，着眼新能源和新
材料的产业方向，抓好重点企业发
展和重点项目建设，特别是要加快
推动福华先进材料产业园项目的
建设，推动资源综合利用，培育壮
大新的增长极。在建设千亿光伏
产业的同时，加快打造千亿绿色化
工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
企业安全生产。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走出一条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
双赢的绿色发展道路。

陈光浩赴五通桥区督导调研工业经
济时强调

增强自主创新 加快转型升级
奋力打造千亿绿色化工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