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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加鞭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目前龙溪口主体工程左右岸全面进
入施工高峰期，完成枢纽区主体工程建设
约46%。其中，左岸枢纽区厂房主体建
设累计完成约75.7%；土石方开挖累计完
成约88.2%。右岸通航建筑物建设完成
约97.9%；右岸11孔泄洪闸建设完成约
91.9%。”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项目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七月骄阳似火，大地如灼。岷江龙溪
口航电枢纽施工现场依旧是一片繁忙的
景象，工人们正在各自工作区内加紧施
工，奏响“大干快上”的激情乐章。

今年，岷江龙溪口航电枢纽项目建设
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建设一度受
阻。为保障项目的顺利推进，犍为县相关
部门主动出击，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做好航电建设车辆通行保障工作，
确保施工所需物资设备顺利进场。通过
多方协调，积极推进移民安置、复改建工
程和征地拆迁工作，全力保障项目建设。

犍为县坚持“快”字当先，开展重点建
设项目“百日攻坚”行动，在全县进一步形
成大抓项目、大干项目的态势。

总投资11亿元的四川粤玻、法宁格
新材料建成投产；

总投资93亿元的万鹏时代、凤生股
份二期等5个项目加快推进；

总投资146亿元的万华禾香、广东凯
金2个项目能评获批；

……
聚焦第一要务，一门心思抓发展。犍

为县坚持项目工作“总抓手”，成立工作专

班，建立“三库一表”，强化项目包装、狠
抓统计入库，不断充实项目储备。截至目
前，共收集梳理新包装新项目25个，总投
资80.6亿元。今年1-6月，5个省重点、
21个市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9.96亿
元、37.07亿元，分别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71.3%、61.7%，253个县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47.16亿元。

行“稳”致远
企业生产热火朝天

7月7日，四川今典印刷包装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
们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我们每天大概要生产30万个外包
装，目前订单已排到8月份，工人两班倒
作业。”四川今典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祝长春介绍。

看着如今满负荷生产线，祝长春说：
“今年4月，受犍为‘3·30’疫情影响，公
司产品销量一度下降50%，产量一度下
降70%，运输不畅，订单流失，资金链趋
紧，企业发展举步维艰。”

疫情发生后，犍为县人民政府赓即出
台《积极应对疫情纾困解难稳定经济发展
十条政策措施》，支持市场主体发展、降低
企业经营成本、发放通行证解决企业运输
难题、组建帮扶队深入企业纾困解难、优
化服务做好工作指导、政策允许范围内扩
大增值税留底退税范围……犍为县相关
部门主动出击，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截至目前，我们享受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1279.49万元，真正地帮助我们解
决了燃眉之急。”四川粤玻玻璃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

今年1-5月，犍为共为全县中小微企
业退税减免降费19691 万元，其中扩大

“六税两费”享受范围优惠、加大中小微企
业所得税优惠、小规模纳税人减征增值税
优惠等新增减税降费政策3804万元，制
造业中中小微企业缓缴3733万元，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退税12154万元。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犍为县牢牢守住疫情防控底线，全
面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全力保障企业用
工、资金、原材料等要素保障，帮助企业解
决堵点、卡点问题，助力全县工业经济稳
定快速发展。

“下个月云南会理的石榴开卖后，对
外包装箱需求量较大，我们将在8月、9月
两个月内完成石榴外包装600万个订单
任务，预计今年公司的产值能够达到1.8
亿元左右。”今典印刷负责人对未来充满
信心。

激发“活”力
市场主体信心足

“在我们办理不动产相关证件的时
候，县商务经济合作局多方协调，并以最
快的速度办下来了，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
的难题。”犍为芳平汽贸法人王代平感叹。

芳平汽贸只是一个缩影。为提振服
务业信心，今年以来，犍为县组建商贸服
务业企业帮扶队，紧盯服务业市场主体在
疫情防控、融资贷款、资金周转等堵点、难
点问题开展帮扶，共解决服务业企业困难
问题23个，融资贷款1200万元。

大力抓项目促投资，进一步夯实产业
支撑。爱琴海购物公园、壹兴凯达、兴凯
达（三期）、犍为营地改造等项目正全力加
速；包装生成2022年省级服务业强县、四
川省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试点城市和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共
22个子项目。 （紧转第4版）

犍为：全力抓项目为发展注入新动能

船到中流，奋楫前行。市委八届五
次全会对做好全市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全
面部署，鲜明提出“全力以赴稳增长”。
这是市委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科学判断
和直击当前复杂局面的应对之举。全市
上下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市委八届五
次全会精神，科学安排部署当前工作，全
力以赴稳增长，打赢这场经济攻坚战，确
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全力以赴稳增长，必须深刻认识重
要性及紧迫性。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年。全力以赴稳增长，扎实做好下半
年重点工作，是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营造良好氛围必须担负的重大政治责
任，是为全国、全省稳住经济大盘多作贡
献的应有担当，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篇章的务实行动。
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顶
住压力、迎难而上，以“拼”的精神、“闯”
的劲头、“创”的勇气，全力以赴拼经济搞
建设、超常举措保运行稳大盘，奋力冲刺
全年目标任务，确保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全力以赴稳增长，必须坚持硬招出
手、各个击破、提速冲刺、做实大盘，紧盯

“重大产业项目攻坚年”各项任务，着力
在十个方面加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
发展能级。要提升先进制造业发展能
级，推进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要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能
级，深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建设美丽宜人、

业兴人和、一域丰沃的嘉州新乡村；要提
升文旅融合发展能级，持续擦亮乐山文
旅品牌；要提升区域消费发展能级，丰富
夜间消费、数字消费等新业态；要提升城
乡建设发展能级，推动城乡结构调整优
化和品质提升；要提升改革开放发展能
级，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提升创新
驱动发展能级，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要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能级，加快构建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提升生态环境保
护能级，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要提升
社会事业发展能级，保障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

全力以赴稳增长，必须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抓落实。广大党员干
部要切实增强夙夜在公的责任感、寝

食难安的紧迫感，结合本地本部门实
际，把会议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
具体工作中去，找准切入点、突破口，
立下雄心壮志，咬定青山不放松，埋头
苦干、务实善干，一项一项落实、一件
一件推进，以一域之功服务发展大局，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
山崭新篇章。

奋斗托举梦想，实干成就事业。当
此之时，我们要认真落实党中央“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求，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
加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稳增长，努力完
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奋力谱
写乐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力以赴稳增长
——二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八届五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戴余乐）8 月 2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市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情况专题询问动员
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赖淑芳作动员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周华荣，副市长张德平出席
会议。

会议安排部署了市人大常委
会开展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据悉，本次
专题询问工作将围绕全市应急
避难场所建设情况，重点对政府
部门履行职能职责情况、应急避
难场所规划与建设情况、应急避
难场所管理保障情况、应急救援
演练工作开展情况等方面开展
询问。全面分析研判全市应急
避难工作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建议意见，督促市
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加

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落实各项
应急举措，提高快速处置应急避
难的能力和水平，为全市人民群
众提供安全、可靠、科学的应急避
难设施和保障。

赖淑芳指出，开展全市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情况专题询问是市八
届人大常委会的第一次专题询问，
也是市八届人大常委会五年工作
规划和2022年“一要点三计划”中
的重点事项。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作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事关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要深刻认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
重大现实意义，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明确任务，确保此次专题询问
工作顺利开展。

赖淑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把握时代意义。（紧转第4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市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情况专题询问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 赵径）昨（3）日，
全市2022年下半年农业农村工作
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蒋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雷建新主持
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农村
工作中期推进会议精神，分析了全
市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
半年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拼经济、
搞建设，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蒋刚要求，坚持以稳粮保供为

抓手，扎紧“米袋子”保障粮食产
量，提稳“菜篮子”抓好生猪生产，
保好“命根子”严守耕地红线；坚持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动态监测、支
持政策、协作政策、农民增收要到
位；持续优化乡村发展格局，优化
空间布局，做大产业增量，补齐公
共服务短板；加快推进产业提质增
量，以园区建设为载体，突出主导
产业，做强辅助产业，做优关联产
业；推进科技赋能，（紧转第4版）

全市2022年下半年
农业农村工作推进会召开

2016至2020年，各地、各部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全面实施《乐山市法治宣传教育第
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以“法
律七进”为抓手，突出宪法宣传，广泛开
展民法典普法工作，深入宣传党内法规，
认真开展普法主题活动，全面落实“谁执

法谁普法”等普法责任制，全社会法治观
念明显增强，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
提高，涌现出一大批普法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

为激励先进，进一步推动普法依法
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市委、市政府决定，对
市中区通江街道等69个普法先进单位、毛
霜梅等60名普法先进个人予以表扬。希

望受到表扬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再创佳绩。各地、
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紧紧围绕市委“345”工作思路、服务

“十四五”时期乐山经济社会发展，以使法
治成为社会共识和基本准则为目标，以持
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重点，以提高普法

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工作着力点，推动“八
五”普法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全面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 （下转第2版）

中共乐山市委 乐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2016—2020年乐山市普法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2022年7月31日）

7 月 20 日，犍为县 2022 年
重大项目“百日攻坚”集中开
工活动在凯金新能源锂电池
负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
举行。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
19 个 项 目 ，总 投 资 185.1 亿
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包括
广东凯金新能源锂电池负极
材料生产项目、万华禾香绿色
建材（乐山）高端智能制造一
体化项目、东莞航达锂电池负
极材料生产项目、犍为县智慧
停车项目等，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33.9亿元。

这是犍为县紧扣“重大产
业项目攻坚年”经济工作主
题，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缩影。今年以来，
犍为县坚持“快”字为先，狠抓
项目建设，一门心思谋发展；
坚持“活”字为要，增添措施，
提振服务业市场信心；坚持

“稳”字当头，出台政策，助企
纾困解难，全力助推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 罗健武 闵璐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3）日，
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召开，总结全市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
副书记、市长陈光浩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市长邓华主持会议。

陈光浩指出，去年以来，全市
政府系统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决策水平不断提升，行政执法
能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对
法治政府建设的部署要求上来，全
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和
应对风险的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法治乐山，以法治护航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陈光浩强调，要持续发力推动
依法行政，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
策程序，保证重大行政决策质量。
提高地方立法和执法质效，配合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文旅经济发展、
人居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地方立
法，深入开展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
法协调监督体系建设省级试点。
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把法治理

念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加大政务公开力
度，强化政务督查。久久为功优化
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一网通办”前
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强政府
诚信建设，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最
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陈光浩强调，要有的放矢加强
依法治理，加强社会矛盾风险预测
预警预防，深入开展信访“治重化
积”专项工作，推动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及时回应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扎实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
突出违法犯罪。坚持自治、法治、
德治并举，深化“践行十爱·德耀
嘉州”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社会
治理能力。夯实法治政府建设
基础，全面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
设，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党
组中心组学法、常务会会前学法、
任前考法等机制，让尊法学法用
法守法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职
人员的自觉行动。强化责任落
实，加强督查考核，用好排位、通
报、约谈等手段，推动各项任务落
地落实，不断开创法治政府建设
新局面。

陈光浩在全市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以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