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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7月19
日，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市应急局相关负责
人做客海棠社区会客厅，围绕“织
密防汛抗旱安全网”主题，在线回
答了市民网友关于防汛减灾救灾
等方面的提问。

做客嘉宾指出，我市结合实际
情况，修订完善了乐山市防洪应急
预案，细化了防灾、抢险、救援等措
施，突出了防洪应急预案的针对性、
操作性和实效性。将气象预警纳入
应急响应启动条件，建立起畅通的
应急指挥体系，有效提升了我市防
灾、减灾、救灾水平。近年来，我市共

计梳理防洪排涝项目30多个，总投
资约83亿元，逐步完善城市排水防
涝体系，全面构建韧性城市；通过通
棉路综合改造、叮咚街雨污分流改
造等工程，主城区防洪能力和地下
排水管网功能得到提升。

嘉宾们还表示，我市制定了
《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工作手册》，修
订完善了《排水防涝应急预案》，绘
制了易涝点分布图、人车避险安置
点分布图、淹没顺序模拟图等，明
确了各易涝点位的防汛工作责任，
全面加强了应急队伍、物资、人员
储备，全市排水防涝工作推进更加
高效、精细。

四部门做客海棠社区

织密防汛抗旱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20）日，记
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GDP）1041.73 亿元，同比
增长 2.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90.52亿元，增长5.7%；第二产业增加值
463.95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
值487.26亿元，增长0.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
境和散发多发的疫情冲击，我市按照党
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
安全”重要要求和省委“讲政治、抓发
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两稳一
保”工作，克服多重不利因素影响，全力
以赴推动全市经济承压前行，政策对冲
效应显现，市场价格基本平稳，民生保
障有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农业生产形势较好。上半年，初步
统计油料作物产量同比增长5.3%，蔬菜
及食用菌产量增长6.6%；水果产量增长
10.8%，药材产量增长63.1%，茶叶产量
增长16.4%。生猪出栏124.47万头，增
长12.8%；牛出栏1.75万头，增长3.4%；
羊出栏16.53万只，增长5.4%。

工业生产保持增长。上半年，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分行业看，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38.5%，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23.5%。从主要工
业产品产量看，重点监测的23种规模以
上工业产品中，有10种产品增长，其中
多晶硅增长138.7%、单晶硅增长96.8%、
精制茶增长8.1%。工业利润持续快速增
长，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247.9亿元，增长202.7%。

服务业逐步恢复。上半年，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0.7%。其中，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3.0%，
金融业增长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
长4.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
2.4%，批发和零售业增长2.0%。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上半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53.1%；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23.0%，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19.3%；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6%。
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1%；产
业投资增长26.4%。

消费市场逐步释放。上半年，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34.0亿元，同比增长
1.4%。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318.8亿元，增长1.2%；乡村消
费品零售额115.2亿元，增长2.1%。按
消费形态分，餐饮收入40.0亿元，增长
1.3% ；商 品 零 售 394.0 亿 元 ，增 长
1.4%。在统计监测的16大类零售商品

额中，有13大类保持两位数增长。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0.8%。八大
类消费品及服务项目价格“六升两降”，
分类别看，交通通信上涨4.9%，其他用
品和服务上涨2.8%，教育文化和娱乐上
涨2.1%，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7%，居
住上涨1.4%，医疗保健上涨0.3%，食品
烟酒下降1.4%，衣着下降1.8%。

税电指数处于景气区间。1至6月，
全市税电指数整体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始终保持在110以上。6月，全市税电
指数112.17，其中制造业、住宿和餐饮
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税电指数分别为
118.54、105.12、95.27、99.33。

总的来看，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基
本稳定，与全国、全省态势一致。尤其是
二季度以来克服超预期因素不利影响，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稳住了经济大盘。

经济承压前行 韧性不断增强
上半年全市GDP实现1041.73亿元 同比增长2.9%

强化党建引领
释放片区治理效能

坚持全域统筹、一体规划、突出优
势、错位布局总体思路，沐川县以沐溪
农旅融合发展片区为龙头牵引，做优

“1+13”规划（乡镇级片区规划+13个专
项规划），领航县域乡镇级片区协同高
质量发展。

今年3月，沐川县沐溪农旅融合发
展片区联合党委（简称：联合党委）正式
成立，由县委副书记任党委书记，坚持
实体化运行。

联合党委围绕农旅融合发展目标，
连片打造产业项目，积极与县级部门沟
通协调，推动资金资源向片区聚集倾
斜；做好项目整合、包装打造，推动以中
心镇为主、其余乡镇向中心靠拢集群发
展，用产业项目带动高质量发展。

片区联合党委的组建，不仅有利于
进一步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在
乡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片区打造、中
心镇培育等工作中，积极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有
利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
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沐川
高质量发展以及全面乡村振兴作出新
贡献。

沐川县还通过搭建“党建引领+综
合服务+综治保障+科技赋能”基层治理
框架，实施基层组织“沐颜六色”6大微
创新行动，跨乡镇、跨区域成立“七碗茶
山”党建联盟，积极探索“积分管理”“一
村一警”“一警双停”等基层治理新模
式，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清理盘活
农村集体“三资”，探索实行集体融入、

资本投入、农户加入三方共赢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片区内44个村集体经济总收
入突破200万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10
万元以上的村有11个。

培育三大产业
提升片区发展能级

眼下，总投资9463万元、占地603
亩的沐川县魔芋科技示范园即将开园。

作为沐川建设国家级“粮油+魔芋”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核心项目，魔芋科
技示范园由魔芋湾、魔芋坞、综合服
务大厅、魔芋种植大棚等组成，将成
为沐川县魔芋产业的展示窗口和现代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以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魔芋产、教、研、学新高
地，可有力促进魔芋产业和农旅融合发
展，提升魔芋科研、种植、加工水平，为
村民增收致富、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
基础。

全国首个魔芋科技示范园、成渝城
区双城经济圈魔芋研发中心建成，国家
级粮油+魔芋、牛郎坪茶叶等现代农业园
区加快建设，诸暨—沐川共建特色产业
园启动建设……近年来，沐川县以片区
为单元，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以“一
根竹、一叶茶、一颗芋”为重点的现代特
色产业体系，培育国家省市级重点龙头
企业15个，认证“三品一标”“名特优新”
农产品65个，打造沐川竹海、森态源魔芋
工业旅游国家3A级景区等特色旅游景
点20余处，持续擦亮“中国竹子之乡”

“中国魔芋之乡”“中国紫茶之乡”名片。
产业发展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

沐川县计划在沐溪农旅融合发展片区

实施重点建设项目29个，总投资50.1亿
元；2022年，片区计划完成项目投资9.4
亿元，1至6月已完成投资5.7亿元。聚
焦魔芋种植、配套基地建设、大棚搭建
补助，研究出台产业扶持政策，落实魔
芋种植农担贷款3000余万元，将魔芋产
业纳入政策保险范畴，财政按照75%的
比例给予补贴，保险赔付金额提高至
6000元/亩，最大限度降低魔芋种植经
营风险。研究出台《沐川县激励优秀农
民工返乡创业发展45条措施》，组建“专
家+部门+协会”技术服务团队，借力高
校科研院所资源等，进一步提升片区发
展能级。

三大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带动了农户致富增收。近年来，该县
农户流转土地10000余亩，获得土地租
金近 500 万元，其中脱贫户流转土地
1200亩，获得土地租金60余万元；引导
鼓励脱贫对象、留守老人、妇女就近就
地务工，2021年仅魔芋种植一项，就带
动1000余户农户务工增收500余万元，
其中65户脱贫户务工增收30多万元；
通过实施魔芋基地建设、大棚搭建、产
业培育等项目，拓宽防返贫致贫基金来
源渠道，2021年增加县级防返贫致贫基
金 27.6 万元、村级防返贫致贫基金
47.28万元。

据了解，沐川县将突出抓好规划领
航、党建赋能、资源整合、园区引领、项
目支撑等重点工作，进一步优化县域生
产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布
局，奋力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向
纵深发展，全力建设“绿色经济发展强
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生态经济先行
区”。

沐川县：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 记者 鲁倩文

眼下正值魔芋生长的关键时
期，沐川县各魔芋种植基地里，一
排排绿油油的魔芋叶肥茎壮、长势
喜人，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丰收
在望的景象。

沐川曾是国家乌蒙山区连片
扶贫开发县，2018 年高质量脱贫摘
帽后，迈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崭新步伐。近年来，该县紧扣“建
设绿色经济发展强县”战略定位，
着力围绕“一根竹、一叶茶、一颗
芋”做文章，科学划分沐溪农旅融
合、大楠生态农业及临港、利店茶
产业发展、舟坝种养循环新材料四
大片区，拓宽“绿水青山”和“金山
银山”双向转化通道，美了一方水
土，富了一方百姓。

本报讯（记者 付小惠）昨（20）日，
市委书记马波前往马边彝族自治县调
研疫情防控和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和防汛减灾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晓
晖、省长黄强关于疫情防控和防汛减灾
最新指示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以更严更实更细的举措，
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马波来到民建镇光明社区，与社区
干部、志愿者等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外
地来返人员排查、居家隔离人员服务保
障和社区居民疫苗接种等情况，并走进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了解居民事项办理

和社区网格管理等工作。他说，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坚持“小、快、准、
灵”四字诀，因时因势完善常态化防控
策略，不折不扣把“快捞、严防、管住、尽
责、备战”这几方面的工作落实到位，筑
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把重点地区来
（返）乐人员的排查管控措施落实到村
组（小区）、到楼栋、到家庭、到人头，应
查尽查、应检尽检、应隔尽隔，防止漏管
失控。聚焦商场超市、医院（诊所）、娱
乐场所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措施，毫不放松抓好社会面防
控。对“一老一小”、孕妇、残疾人、基础
疾病患者、困难家庭群众进行梳理、建
立台账，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送服务

上门，逐一落实帮扶措施。做好防疫知
识宣传，持续深入开展“五清”行动和爱
国卫生运动，引导群众养成卫生健康生
活习惯，把城镇乡村、房前屋后、家庭里
里外外收拾得巴巴适适的，做到“摆顺、
扫干净”。

当前正值主汛期，马波十分关心防
汛减灾工作部署落实情况。他先后来
到芭蕉溪水电站和劳动镇福来村，在
水库大坝、防汛值班室和地灾隐患
点，实地察看水情、检查应急预案，
抽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听取隐患排
查整治、应急准备等工作汇报。他指
出，在防汛关键期，要时刻保持临战状
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不折不扣落地
落板防汛减灾救灾“12个100%”要求。
应对主汛期大战大考的重要标志是以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先为要，各地
要强化“惹不起、躲得起”意识，加强预
测预警和上下游联动协调，统筹力量、
科学调度，全力打好防汛减灾安全度汛
硬仗。

调研中，马波强调，全市各地各部门
要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重要要求，讲政治、抓发展、
惠民生、保安全，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
顾、弹好钢琴，毫不放松抓好“重大产业
项目攻坚年”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拼经
济搞建设、稳大盘促增长，抓细抓实安
全生产、森林防灭火、社会治理等工作，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马波在马边彝族自治县调研疫情防控和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

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激情省运 多彩乐山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20）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主持召开全
市防汛减灾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
度区县防汛减灾工作，听取市级相关
部门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市防汛
减灾工作再安排再部署。副市长雷建
新、张德平出席会议。

陈光浩指出，当前已进入“七
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减灾形
势异常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
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
和省上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
府、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要批示要
求，深刻汲取平武“7·12”、北川“7·
16”暴雨山洪灾害教训，保持高度
警醒警觉，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
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做好打大
仗、打硬仗、打恶仗的万全准备，坚
决筑牢防汛减灾“坚固堤坝”。

陈光浩强调，要坚持预防为先，
坚决防止人员伤亡。聚焦重点领域
和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推动新老隐患一并整改、同步销号。
狠抓预报、预警、响应、转移四个重

点环节，对灾害性天气过程进行科
学精准预报，组织跨部门联合滚动
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实施
预警响应“叫应”闭环管理，多渠道、
高效率、全覆盖传递预警信息，确保
各级防汛责任人都被“叫到”“叫
醒”，务必要到村到户、到岗到人。加
强毗邻地区、流域上下游监测预警
信息共享，做到“上游下雨、中游吹
哨、下游开跑”，及时避险转移。

陈光浩要求，要全面应急备战，
高效应对极端天气。加强防汛备战
备勤，对应急预案再审视再细化再
检验，组织开展实战演练。建好建强
消防救援、专业抢险和社会应急队
伍等力量，及时补充更新防汛物资
装备。提升科学应对能力，一旦发生
险情灾情，立即投入力量科学处置、
安全救援，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同时
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落实应急
值班值守，确保工作不断档、措施不
悬空。扣紧“防、抗、救”责任链条，凝
聚最大工作合力，落实“县包乡、乡
包村、村包组、干部包户”的包保责
任，加强工作督查，真正把措施落实
到最小工作单元。

陈光浩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减灾视频调度会强调

保持高度警觉做好万全准备
坚决筑牢防汛减灾“坚固堤坝”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2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赴犍
为县督导制造业招商引资“百日攻
坚”重点项目推进，出席犍为县
2022年重大项目“百日攻坚”集中
开工活动并宣布项目开工。市委
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市直机关工
委书记谭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伦斌，副市长席代金，市政协副
主席袁仕伦，市政府秘书长王玻参
加相关活动。

陈光浩在集中开工活动现场参
观展板，听取本次犍为县集中开
工、总投资185.1亿元的19个项目
情况介绍。并先后前往凤生纸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粤玻玻璃
有限公司、四川川南减震器集团有
限公司、玖龙纸业（乐山）有限公司
调研，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察看企业
生产运行、产品等情况，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方
向。他指出，要加快推进新开工项
目建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好产品品牌，加快实施凤生纸
业、四川粤玻等企业扩能项目，抓
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以项目建
设和企业生产带动就业，助推经济

社会发展。
陈光浩在调研中强调，工业是

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发展
的基石。犍为县要保持“工业强
县”发展战略，坚持“工业挑大梁、
制造业扛大旗”，坚定发展信心和
决心，增强工业稳定增长后劲。强
化“项目为王”的意识，紧紧围绕

“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经济工作
主题，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争
分夺秒推进工业项目建设。加快
产业园区提质增效，不断提高园区

“亩均效益”，集中力量推进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超前布局和建设标准
厂房、商业金融、研发设计、物流配
送等功能配套设施，不断提高园区
软硬件综合实力。持续开展好制
造业招商引资攻坚行动，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聚焦目标企业、重大产
业项目招商，为工业经济发展增添
动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
素保障服务，营造工业经济发展良
好环境，落实省、市出台的促进制
造业项目投资建设及抓项目促投
资稳增长若干政策措施，促进工业
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产，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光浩赴犍为督导制造业招商引资“百日攻坚”重点项目推进时强调

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