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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白果滩，
我为乐山滨水人居代言”

记者在白果滩区域走访汇总了多位心仪
并已经置业在此的购房者的心声：岷江东岸是
占据着不可复制的自然生态、人文资源及优裕
生态底本。如果说绿心公园是乐山第一大城
市“绿肺”，那岷江东岸必定就是第二大城市

“绿肺”。
坐拥乐山大佛、碧山湖森林公园等优质景

观资源，享一线岷江江景，这些原生态标签，
一直都是岷江东岸的优势。如今三桥至四桥
间的白果滩湿地区域，俨然也成为了岷江东
岸生态人居的新“名片”。2公里白果滩碧波
江岸线搭配 600 多米的超宽江距，开阔的江
面加上层次分明的河滩地形，更是让“白果滩
三大项目”在打造外部滨江公园和住宅社区
的时候有了更多可能性。在白果滩板块对岸
的江心处，还有一座“桃花岛”，据悉未来岛上
还将种植成片的桃树，更是与“白果滩湿地”
相得益彰。

“白鹭为伴，岷江上游，
每天的生活就像度假”

如果说以前大家对滨江生活的要求仅限
于散散步、打打牌、跳跳广场舞，那么在实地探
访了白果滩板块的“滨江新外滩”后，不禁发现
对沿江生活的设计不仅要体现出与时俱进的
美感，还要从功能上再次升级。日常提供运动
和社交的场所，周末带上家人度过一个浪漫的
假期，烧烤、露营、看星星这些生活愿景在这个

“新外滩”都是触手可及的。
试想一下，沿岷江江岸线打造的2公里滨

江长廊及滨江公园可作为市民们日常的休闲
场所，在白果滩“零厂区、零污染”的绝对生态
优势下，周末带着孩子搭个帐篷露营或者坐在
草坪上翻翻书就能轻松度过一个愉快的周
末。顺江而下，总长3477米、总投资1.29亿元
的翡翠路堤防项目已动工，建成后将提供数公
里的护坡、马道及亲水平台，呈现之后岷江东
岸又将增添一处滨江景观风貌。加上乐山大
佛景区、碧山湖森林公园、嘉州长卷天街以及
规划的白果滩湿地公园等等，其他人眼中的景
区成为城东居民的日常休闲场所。

“全龄段的城东生活方式，
乐山人值得拥有”

现在的城东区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配套
逐步完善，购物、就医、就学条件优越，拥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跨桥而上的白果滩
版块更是前景可期。如今城东白果滩湿地区
域打造的“下沉式”滨江长廊已经呈现，这里不
仅有郁郁葱葱的绿植、种类繁多的花丛，更设
置有健康跑道、活力球场、童趣乐园等。在这
里收获的不单单是散步休闲这种低阶需求，更
增添了娱乐性和功能性、体验性。传统的江景

生活方式，会在这里得到改变。
“一线岷江江景＋亲水滨江长廊”，爱江爱

生活的品质阶层，应该都会青睐此地。而若想
定居于此，阳光·十里江湾、领丰嘉州外滩与滨
江花园城作为当下乐山楼市现象级的热点楼
盘也是备受关注。三个品牌项目合力打造“白
果滩精品住宅区”，品牌开发、品质大盘成“串
珠”式开发共同缔造了属于新嘉州的全龄段生
活方式，并为广大购房者所接受。

还有就是土地供应端口，据相关业内人士透
露，乐山城区范围内地块储备量最大的区域之一就
在岷江三桥以上区域，这更是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空间。同时，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东岸
岷江沿线目前能供给开发的江景地块仅有白果滩
板块，可谓是“寸土寸金”。不少业内人士判断，这
里将成为乐山新中产人居聚集区的最理想区域。

结语：
从量变到质变，城东确实经历了许久。沿着

岷江一路漫步，从大佛景区到嘉州长卷，从翡翠
新天地商业圈到白果滩三盘打造的度假级生活
圈，中间有自然的、人文的、教育的、商业的，十余
年的发展让岷江东岸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期待
新的升华，城东这部人居“编年史”有望在白果滩
区域迎来“中兴”。

倪珉（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发现‘最乐山’的宜居代表——白果滩板块” 系列报道之三

体验——
在岷江东岸之畔，感受新嘉州澎湃

上千年文脉传承，十余载

筚路蓝缕，一座文旅融合、绿色

发展的典范新城，在乐山主城

东部已然崛起。现如今溯岷江

而上，城东白果滩区域又像一

只拉满弦的弓箭，以乐山新中

产人居名片的姿态蓄势待发，

用全新的滨江度假级生活模式

让新嘉州澎湃。

滨水怡人 滨水怡人

度假式生活 滨江生活无限畅想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4日电 7
月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
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
后，问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
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了解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
发射的问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
二个舱段，也是首个科学实验舱。
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气闸舱和资
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23吨，主要用

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和开
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
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
序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
验舱开展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
及问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

（记者 李国利 黎云 张瑞杰）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
发射成功发射成功““问天问天””踏上问天之路踏上问天之路

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紧接第1版）传统技艺等。”该
负责人表示，潜移默化的文化输
出，让更多人深刻感受到乐山加快
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的信心
和决心。

“in巷乐山”为什么选择和宽窄
巷子结缘？作为“in巷乐山”运营方
的四川嘉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州会展集团）深有考量
——宽窄巷子拥有年均2600万的游
客量，是国家商务部11条试点步行街
之一。据统计，2022年春节期间，宽
窄巷子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在所
有试点步行街中最受年轻人喜爱。

“事实证明，‘in巷乐山’丰富了
乐山城市营销活动载体，宽窄巷子的
高人气与乐山宣传推广之间的有机
结合，促成了更新颖、更持久的营销
形式，打造了稳定的乐山文化输出窗
口。”嘉州会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政企联手探索文旅产业新路的

一次积极尝试，“in巷乐山”已成为乐
山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加速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创新之举。

积极探索未来

作为展示乐山形象的重要窗
口，“in巷乐山”始终坚持创新招商
方式，全力擦亮合作新名片。

开放运营以来，“in巷乐山”不
断提高招商合作活动承办频次，先
后接待新加坡驻成都总领事馆等重
要客商40批次，举办“峨眉山茶”春
茶品鉴会、中国根书书法专场展等
交流活动20余次，促成总金额118
亿元的9个文旅项目签约。

嘉州会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in巷乐山”为乐山文旅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品牌宣传和引流效果。未来，
这里会继续进行全要素整合、全产业
链打造，多维度展示乐山城市形象。

（紧接第1版）力争实现稳中有进，
提档升位。

“此次省委工作会议，是一次振
奋精神、坚定信心、催人奋进的重要
会议，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做好工作的重要指引。”市商务局党
组书记、局长薛润国表示，该局将坚
决贯彻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奋战下
半年促消费、稳外贸两大主战场，尽
最大努力把消费需求充分释放出
来、激发起来，把外贸的存量稳住、
增速稳住、质量稳住。要聚焦提升
乐山市区域消费发展能级，统筹省、
市、县财政资金，进一步加大消费券
发放力度，整合汽车、文旅、商超等
行业力量，策划举办系列促销活动，
精准刺激消费。办好中国(四川)国
际熊猫购物节分会场、嘉州盛宴、啤
酒音乐美食节等活动，进一步促进消
费。启动“外贸百企培育工程”，推动
我市龙头外贸企业再上台阶，力争培
育1家年出口额10亿美元企业、5家
进出口额5亿元以上企业，外贸备案
企业达到100户以上，进出口突破
100亿元。

“省委工作会议围绕农业发展
作出部署，提到农业要保供给，毫不
放松抓好夏粮入仓、秋冬生产，切实

保护生猪养殖户积极性、保持产能稳
定性，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农
业园区建设。这让我们倍受鼓舞，坚
定了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决心和信
心。”夹江县种粮大户杨加贵谈道，
他在夹江县黄土镇及峨眉山市桂花
桥镇一共流转土地1600多亩，种植
的水稻将在今年8月上旬大面积收
割，自己会组织好水稻收割，抓好粮
食入仓。水稻收割后种植泽泻、川
芎等药材，采取稻药轮作种植模式，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既保证水稻产
量，又通过种植药材提高收益。“我
们将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下，
进一步提高种粮本领，继续种好粮。”

“省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工业
要保增长，深入开展强链补链专项
行动，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做
好原材料保供稳价等具体要求。
这让我们应对行业严峻形势更加
充满信心。”四川德胜集团钒钛有
限公司信息中心信息化工程师李
先华谈道，作为地方工业龙头企业
员工，自己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工
作会议精神，立足岗位，围绕公司
生产、技改双线作战，勇于创新，实
干加巧干，在新征程中助力企业加
快发展。

稳住经济大盘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4日在福州闭幕。本
届峰会共签约数字经济项目565个、总投资2990亿
元，涵盖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
全、卫星应用等领域，将有力推动我国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

今年的峰会成果丰硕。国家网信办发布《数字中
国发展报告（2021年）》，启动“2022年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月”活动；生态环境部发布30个“数字环
保”典型案例。本届峰会还精心制作“数字中国建设
成就巡礼”专题展和专题片，全面展示近五年来数字
中国建设成就。

福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林端雄说，在继续设置数字
经济、数字丝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分论坛之外，
本届峰会紧跟数字中国建设前沿和热点领域，新增新
技术、5G应用及6G愿景、跨越数字鸿沟、数据法治、
数字人民币产业发展等7个分论坛，主题更丰富、内
容更全面、特色更鲜明。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已连续举
办五届，作为凝聚共识、推动创新的重要平台，其主题
从信息化驱动到数字化转型，从数据要素到创新变
革，体现了数字中国建设实践的持续深入和不竭动
力。

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从27.2万亿元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GDP的比重从32.9%提

升到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乘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一大批传统企业积极

谋划“上云用数赋智”，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在数字
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透过一块名为“长乐区纺织
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智能大屏，当地“上云企业数量”

“设备上云情况”“开机率”等数据一目了然，引来不少
厂商驻足。

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上云”后，借助工
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可以精准记录生产、入库、
下单等数据，管理人员从手机终端实时掌握车间运行
动态。如今，该平台已服务企业近500家，连接纺织
设备7000余台，涵盖化纤、纺纱、织造等多个纺织细
分行业。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拓
展至45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企
业“上云用数赋智”水平不断提升，推动相关制造业企
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

数字点亮生活。刷脸支付、自动驾驶、AI诊疗、
VR教室……在引领产业变革之余，一系列数字中国
建设的丰硕成果，已渗透进交通出行、看病就医等生
活场景，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科技改变未来。与会专家表示，站在数字中国建
设新起点，要加快突破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居民生活、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持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新华社福州7月24日电）

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成果丰硕

新华社上海7月24日电（记者 贾远琨）记者
24日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
飞公司）获悉，C919大飞机六架试飞机已圆满完
成全部试飞任务，标志着C919适航取证工作正式
进入收官阶段。

试飞是一款新研客机型号取证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表明飞机设计符合适航条款要求
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试飞验证飞机的设计思
想和技术路线，表明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满
足适航规章要求。六架试飞机完成全部试飞任
务，是C919大飞机项目研制取得的重要阶段性
胜利。

此外，今年5月，即将交付给首家用户东航的
首架C919大飞机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成功。

C919大飞机是中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
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2015年 11月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 5月成功首
飞，目前累计拥有28家客户815架订单。

C919六架试飞机
完成全部试飞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