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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记者 唐诗敏

利用闲置资产 业主轻装上阵

6月30日晚，该县烟峰镇“大小凉山
第一寨”正式开寨，闲置已久的商业街区
崭新亮相。

2013 年建成的烟峰彝家新寨集中
点，集中居住400余户彝汉村民。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商业街区一直处于空闲状
态。

今年以来，马边彝族自治县抢抓高速
公路通车带来的“流量”，以文旅项目建设
为突破口，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发展文旅
产业，“凉山第一寨”商业街区成为重点攻

坚项目。为确保项目推进，马边成立以县
委常委任组长的项目指挥部，建立“每日
收集问题、每周专题调度、每半月现场办
公”推进机制，确保项目建设不卡壳、不延
期。“年初达成合作协议，项目从建设到试
运营，仅仅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项目负
责人介绍，充分利用闲置资产进行改造提
升，缩短了建设周期，又快又好的“马边速
度”，让业主轻装上阵。

雪口山镇漂流项目的业主也深刻体
会到“马边速度”——从4月8日开工建
设，到5月 20日试运营，45天就完成建
设。“在不改变客运站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增加了游客服务和接待功能，让漂流项目
快速推进。”项目负责人陈强告诉记者。

几年前，对口帮扶马边的浙江省绍兴
市越城区在雪口山镇陆续建起扶贫车间
和客运服务中心，黎明村、永兴村、温水凼
村等7个行政村的2059名村民在易地搬
迁安置点安居乐业。如今，随着游客的到
来，镇里新开了6家餐馆、10家小吃店，
昔日靠“矿”的小镇居民吃上了“旅游
饭”。

“通过盘活黎明村、永兴村的村集体
闲置资产，每年预计有6.2万元收益，将全
部用于黎明村、永兴村集体经济和曙光小
区的后续扶持。”雪口山镇党委书记严柏
麟告诉记者，“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实现
了三赢：企业轻资产运行，投入降低，建设
周期缩短；村民和村集体有了长期稳定收
入；政府将存量资产变现，实现了农村经
济快速发展。”

5月20日，峨眉仙酒业入驻马边下溪
镇两河口村扶贫车间，这个闲置近两年的
扶贫车间被赋予新使命——让马边青梅
酒走向市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两河口村扶贫车间是绍兴市越城区
东西协作资金援建项目，建筑面积2958
平方米。今年，峨眉山市对口帮扶马边工
作队协调引进峨眉仙酒业投资1000万
元，利用闲置厂房建设青梅酒酿造项目，
打造马边青梅酒品牌，延伸产业链条，为
马边农业产业发展添砖加瓦。“通过租赁
车间，村集体每年有25万元收益，企业入
驻年消化3000吨，预计年产值达3000万
元，带动就业30余人。”峨眉山市对口帮
扶马边工作队领队张永彪告诉记者。

（下转第3版）

马边：唤醒“沉睡”资产 鼓起村民腰包

夏日炎炎，马边彝族自治
县雪口山镇漂流项目热火潮
天，游人如织。这个曾是全省
最大的彝区易地扶贫搬迁点，
随着旅游项目的落地，变成了
夏日里的热门打卡地。

偏僻的小山村经历从“量
变”到“质变”的蜕变。闲置已
久的雪口山镇永兴村农业加工
园区办公管理用房摇身一变，
成为集研、学、游于一体的“浮
生农场”。

随着“高速时代”的来临，
马边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好
农村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围绕休闲农业发展、美丽乡村
建设，推动农旅融合，构建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利益共享机
制。“沉睡”的村集体闲置资产
随之被唤醒，在建设热潮中成
为“抢手货”“香饽饽”。

市委八届五次全会，是在迈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乐山新征程、喜迎
党的二十大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乐山市委关于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 加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
展能级的决定》，对于加快提升乐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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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观大势方能谋大事，开新局必先抓
落实。抓好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扎实
推进市委《决定》终端见效，加快提升乐
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必须构建科
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制。

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制，必
须强化政治担当。要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开展
践行“两个维护”教育，健全落实“两个维
护”机制，健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督查问责机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乐山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制，必
须凝聚共识和合力。要认真抓好全会精
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引导干部群众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定》上来，
把准方向、抓住重点，为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不懈奋斗。要积极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作风，广泛凝聚智慧力量，形成推动加
快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的磅
礴力量。

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制，必须
细化落实工作责任。要聚焦提升十个发
展能级重点任务，细化一批任务清单、生
成一批重大项目、打造一批创新平台、扶
持一批创新主体、配套一批激励政策。要
采取“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强力推进，
定期开展督查通报、跟踪分析、效果评估，
切实把市委《决定》转化为本地区本部门
具体目标、具体任务、具体举措。

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制，必
须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要旗帜鲜明支持
奋斗者、激励创新者、保护担当者、宣扬

奉献者，旗帜鲜明惩处腐败者、追查诬告
者、鞭笞推责者、教育懒政者，落实关心
激励机制，最大程度激发广大干部“拼”
的精神、“闯”的劲头、“创”的勇气。要落
实后继有人“根本大计”，加强年轻干部
战略性培养储备，抓好女干部、少数民族
干部、党外干部工作，源源不断培养选拔
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全市上下
要切实增强夙夜在公的责任感、寝食难安
的紧迫感，构建科学高效的工作保障机
制，把全会各项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具体
工作中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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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实责任强保障
——三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八届五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这是一次展现运动健儿不屈不挠、
拼搏向上精神风貌的盛会；

这是一次提振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
业、勇担重担精气神的盛会；

这是一次美丽乐山展现自我、张开
双臂拥抱更好未来的盛会；

……
激情省运，多彩乐山。“四川农信杯”

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将于8月8日在
嘉州大地正式拉开帷幕，乐山体育事业
发展又将镌刻新的里程碑。

乐山健儿织出“奥运蜀锦”

“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翻
阅乐山体育史卷，1988年，乐山市首届
市运会举办，当时，共有17个代表团、
2700多名运动员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

而在2021年，当乐山市第八届市运会举
办之时，已有43个代表团近1万人参加
了25个项目的比赛。33年的时间，市运
会参赛健儿以强劲体魄在赛场上织出乐
山的体育锦绣。

努力之人，不缺赛场。诞生于嘉州
沃土的乐山健儿早在20多年以前便走
到了国际奥运的赛场中。2000年，田径
运动员曾秀君获得了悉尼奥运会“入场
券”，自此实现了乐山籍运动员参加奥运
会零的突破。

2021年东京奥运会曲棍球赛场上，
来自乐山市犍为县的三朵“金花”彭杨、
欧紫霞、徐纹娱为国出征，参加女子曲棍
球比赛，创下乐山历史之最。

无论哪支队伍赢得决赛，冠军都留
下乐山女将的姓名。2021年，第14届
全运会拉开帷幕，在女子曲棍球决赛上，
乐山“金花”表现不俗；9月24日，联合

队、四川队分别将全运会女子曲棍球金
牌、银牌收入囊中。两支队伍中，乐山输
送了彭杨、欧紫霞、徐纹娱、钟梦玲、但
文、邹妹容6名优秀运动健儿。

体育文化既已萌芽，当悉心继承发
扬。“十三五”期间，乐山市建成国家曲棍
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建成国
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13个、国家级体育
传统项目示范学校1所。

万象更新成就“嘉州地标”

新时代，常为新。位于乐山苏稽新
区的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是本届省运会
的主场馆。中心包含“一场三馆”——体
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综合训练馆，以及
产业配套用房、地下车库和设备用房、室
外运动场地等，总占地面积约339亩，总
建筑面积20.78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
万人观赛。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首场

跳水比赛已于6月20日在此成功举行。
楼宇，向来是城市万象更新的鲜明

意象。1992年，位于乐山中心城区的乐
山体育馆开始修建；1997年，全省首个
民族体育馆落地乐山，使乐山体育中心
成为能承办国际比赛的综合性场馆；
2022 年，这座承办过全国奥林匹克足
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排球等系列比
赛，镌刻了数代乐山市民回忆的体育中
心再次增建儿童游乐馆、体育公园、地下
停车位与综合训练馆，焕然一新。

近年来，井研JBA农民篮球赛、井
研欢乐跑、马边姆河达斯彝族摔跤、夹江
健身秧歌和乐山国际半程马拉松等全民
健身体育活动百花齐放，精彩纷呈。“十
三五”期间，乐山平均每年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300余次，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占比31.2%。由此，市民对场地的
需求和标准一再提高。 （下转第3版）

乐山体育“刷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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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4）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主持召开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冲刺动
员会。市委副书记蒋刚，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廖全军，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赵迎春，市委常委、副
市长牟忠枢，副市长邓华、雷建新、
张德平、宋秋出席会议。

在听取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
幕式筹备情况汇报、有关单位作表
态发言并签订承诺书后，陈光浩
指出，目前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开
幕式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的冲刺
阶段，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单位
要根据开幕式带妆彩排情况，按
照省体育局、市委主要领导提出
的工作要求，迅速逐一抓落实。
全方位全链条梳理场馆建设、开
闭幕式彩排、赛事组织、服务接
待、环境整治、安全保障、氛围营
造等工作落实情况，反复预演、实
地跑线、充分检验，把责任压实到
个人、细化到节点，争分夺秒查缺
补漏，持续巩固提升，做到各环节
完美无瑕。进一步强化“一盘棋”
思想，全力配合、攻坚冲刺，在办
好开幕式的同时，筹办好各项相关
活动，确保省运会顺利开幕精彩呈
现。

陈光浩强调，要注重细节，展
示精气神。对嘉宾接待服务，做到

“礼遇有加、热情周到、服务贴心”，
让其感到宾至如归。对观众组织
工作，提前做好宣传动员，讲清讲
透注意事项，落实好带队领导、联
络员、车长“三个责任”，引导观众
严格遵守防疫、安检、乘车、着装、
文明礼仪等规定，加强现场秩序维
护，做好突发情况应对准备。对观
众互动工作，精心设计互动环节，
点燃观众激情，充分展示乐山干部
群众的精气神。

陈光浩要求，要筑牢保障网，
营造好氛围。完善防疫措施，严格
执行闭环管理、核酸检测、测温亮
码、通风消毒等规定。加强安全
保障，做好重点场所风险排查和
执法检查、活动现场执勤、外围治
安管控、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应急处突等工作。
进一步完善供电设备设施，确保
供电不断。优化交通保障方案，
加强交通运力保障、指挥疏导和
秩序管控，全力保障交通安全、有
序、畅通。做好宣传引导，全方
位、多渠道扩大省运会影响力，努
力营造“当好东道主、办好省运
会”的浓厚氛围。

陈光浩主持召开省第十四届运
动会开幕式冲刺动员会强调

注重细节攻坚冲刺
确保省运会顺利开幕精彩呈现

本报讯（记者 张清）昨（4）日，
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成
员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传
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
工作会议、省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
和市委八届五次全会精神，分析研
判当前形势，总结上半年工作，安
排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光浩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赵迎春，市委常委、副市长牟忠
枢，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彦，副市长
席代金、邓华、雷建新、张德平、沙
万强、宋秋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罗新礼，市政协副主席袁
仕伦应邀出席会议。市政府秘书
长王玻出席会议。

陈光浩在讲话中指出，面对复
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新冠肺炎疫
情的持续影响，全市政府系统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全市上半年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要坚定信
心、把握主动，以“拼”的精神冲刺
全年目标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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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市委“345”工作思
路，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加快
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
级，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我
市全年经济增速高于国省平均水

平，力争主要经济指标走在全省
第一方阵。

陈光浩强调，要聚焦重点、满
弓紧弦，以“闯”的劲头决胜经济主
战场。持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加
快培育“四上”企业，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多措并举保市场主体。加快
推进项目，储备生成项目，严格监
管项目，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保持
工业经济增势，推动农业稳产增
产，补齐服务消费短板。坚定不移
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拓展改革创新空
间。统筹城市更新行动和乡村建
设行动，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拓展
城乡融合空间。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做好稳就业工作，兜紧兜牢民
生保障底线。高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守安全稳定底
线。

陈光浩要求，要提高站位、敢
担善为，以“创”的勇气抓落实提
质效。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确保政府工作始
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坚定前行。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
转变作风，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只争朝夕、合力攻坚，以实
战实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会上，市政府副市长分别就分
管领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陈光浩在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
二次全体成员会议上强调

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创”的勇气
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