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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30）日下午，挂念着“彝山
人家”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的市政协委
员、马边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封飞，特意驱车前往“彝山人
家”。

行在路上，封飞向记者介绍起
了“彝山人家”的基本情况：“‘彝
山人家’位于建设镇光辉村，是我
市唯一一个跨3个乡镇的大型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有
烟峰镇、三河口镇、梅林镇3个镇、
15个村的168户脱贫户、909人。”

今年7月，“彝山人家”正式揭
牌成立党支部和工作委员会，致
力于解决安置点谁来管、如何管
等问题，让群众真正“搬得出、稳

得住、能致富”，成为马边破解安
置点治理难题的一处“实验田”。

“包括‘彝山人家’安置点在
内，马边全县一共有67个集中安
置点。通过深化党建引领‘五治’
融合模式，我们在各安置点建立
完善了党支部运行规则、议事决
策等制度，让安置点管理更加井
然有序。”封飞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为解决安置点群众
就业增收难题，马边还深化实施

“彝乐新居”示范带创建工作，为
群众提供外出和就近就业“一站
式”精准服务，进一步激发安置点
群众创业就业热情。

“以‘一县一品’为抓手，我们
在安置点推行‘2+3+N’就业服务
模式，10个大中型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分别设立了公共就业

服务站。”封飞说，通过开发15个
就业服务专员公益性岗位，协调
安置农村公益性岗位1091个，就
业技能培训1000余人次，推动了
群众就业更加稳定、生活环境更
加宜居。

从2012年4月到马边工作以
来，封飞见证了这座边城“彝越千
年”的改变。因为工作出色，她在
2021年成为市政协委员。

“成为市政协委员，我感到荣
誉与压力并存，既有组织信任的
荣誉感、自豪感，更有建好言、献
好策的压力感。”封飞坦言，在参
加政协组织的调研活动中，她发
现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地方，比如
马边人才流动较大、留不住、引进
难，特别是文旅人才比较匮乏等
问题。

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
村振兴等工作的关键在人。长期以
来，马边都在着力进行人才培养工
作。

“我们不断抓好党员能力提升
和乡土人才培育，先后举办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基层
党员示范培训班、乡村振兴相关
专题培训20余期，培训干部人才
4600余人次，开展实用技术、政策
理论等培训200余场次，培养储备
农村家庭能人近万人。”封飞表
示，马边发展日新月异，人才培养

刻不容缓，她通过政协平台，提出
了要培育文旅人才，推动小凉山
地区文旅融合发展，加强少数民
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建议。

“政协委员的身份，让我感受
到了更多的责任。”封飞表示，她
将借助政协平台，积极履职，提出
更多更好的建议，同时结合本职
工作，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党建品
牌培育，让基层党组织强起来，为
马边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为马边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
组织保障。

封飞：为马边乡村振兴贡献组织力量
■ 记者 杨心梅

本报讯（记者 刘晓立）9月3日，“四川农信杯”
四川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游泳比赛将在市奥体中心游泳馆拉开帷
幕。目前，乐山游泳代表队的20名队员正在加紧
训练，熟悉比赛场馆，争取在比赛时发挥出最佳水
平，取得佳绩。

昨（30）日，省残特奥会乐山游泳代表队的队
员们在市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封闭训练。游泳队
教练吴刚告诉记者，乐山游泳代表队通过多种方
法，立体化、多渠道着力选拔和培养游泳人才。参
加此届游泳比赛的队员有20名，年龄最小的14
岁，最大的40岁。为迎接本届比赛，他们早在5月
10日就开始了集训。在3个多月的训练中，游泳队
根据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和特点制定不同的训练方
案，让他们克服弱点，不断提高技能水平，争取在比
赛中取得最好成绩。

水中搏击！
乐山游泳代表队全力备战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大
家拖树子要注意脚下，不要被绊
倒，安全第一。”8月29日，市中
区剑峰镇森林草原输配电设施
火灾隐患专项整治工作如火如
荼进行，一些有安全隐患地段的
竹子、树木被陆续清理，输电线
路和周边植被间隔明显加大。

“现在安全多了，大家用电
也更有保障了。”国网乐山供电
公司土主供电服务站副站长魏
扬告诉记者，剑峰镇地处丘林
地带，山林植被较多，多处输电
线路与植被“勾肩搭背”，安全
隐患较为突出。

国网乐山供电公司土主供

电服务站同剑峰镇党委政府沟
通此事后，剑峰镇积极响应，于
8月26日在友爱村启动了剑峰
镇森林草原输配电设施火灾隐
患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按照森
林草原输配电设备火灾隐患治
理要求，重点对穿越林区的线
路通道进行隐患排查巡视及通
道处理，同时强化安全用电宣
传、电力设施保护群防群治，全
力杜绝森林火灾隐患。

“政企联动，信息共通，事
半功倍。”剑峰镇政法委员彭宇
林表示，下一步，剑峰镇将构建
和扩大森林防山火治理“朋友
圈”，建立镇村干部、护林员、供
电运维人员等多级人员工作微
信群，做到信息互联互通，深化
政企联动、沟通、协同配合常态
化机制，把森林草原输配电设
备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推向
纵深。

剑峰镇：扩大“朋友圈”共抓“电安全”本报讯（吴梦蕾）面对今年以来
严峻的就业形势，犍为县坚持组织、政
策、平台、项目“四轮驱动”，强力助推
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高位推动强工作效能。该县及
时调整县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
开专题会议，联合研判、安排部署高
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目标任务。
县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
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镇各部门工
作职责和阶段性工作指标，形成点面
结合、政企联动、纵深推进的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格局。

政策带动稳就业大盘。跟进落实
国务院、省、市援企稳岗稳就业政策，
印发纾困解难稳定经济发展“县十
条”，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受
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同时落实减税降费、房租减免、贷
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措施。1-7月，
已为全县中小微企业退税减免降费超
2亿元，减收失业保险费1300余万元，
缓缴养老、失业、工商保险近120万
元。为全县零裁员、少裁员的200余家
企业快速办理稳岗返还业务，落实补
贴400余万元，惠及职工8500余人。

服务联动破信息壁垒。对县内

毕业年度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626
人进行走访摸排，建立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实名制台账，落实1次就业指导、
3次岗位推介、1次就业见习、1次就
业培训的“1311”服务，着重对脱贫家
庭、低保家庭等困难毕业生开展“1对
1”帮扶。收集发布县内外岗位信息
2.5万余条，开展“就业扶贫”“春风送
岗”“就业援助月”“高校毕业生专场
招聘”10场，举办“就业红娘介岗”“金
犍就业·直播带岗”活动3场，累计达
成就业意向1477人。

项目拉动拓岗位渠道。开展重
大项目“百日攻坚”活动，四川粤玻、
法宁格新材料项目建成投产，万鹏时
代、凤生二期等5个项目加快推进，广
东凯金新能源等19个项目集中开工，
就业容量进一步扩大。实施“基层就
业空间拓展”项目，扩大机关、事业单
位、“三支一扶”计划等招用规模。实
施“高校毕业生双创助力”项目，组织
县内创新创业园区创始人提供返乡
创业指导，免费提供返乡下乡创业培
训。同时，实施创业担保“信用贷”，
为有创业意愿、信用良好的高校毕业
生提供最多20万元信用贷款，政府根
据相关规定给予利率补贴，为高校毕
业生创业“减负提速”。

犍为：“四轮驱动”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本报讯（程玮璐 王晓霞）连日
来，连续降雨频密，为确保辖区居民
生产生活安全，井研县研城街道做到
早准备、早排查、早落实，切实开展防
汛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组织领导抓落实。研城街道第
一时间组建防汛抢险队，做到24小时
随时待命，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
掌握、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排查整治抓预防。重点检查易
受暴雨洪水威胁的人员密集场所、商
贸企业、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水库
水坝、学校等重点部位的防汛措施落
实情况，对年久失修、无人居住的35

处住房周边和地质灾害点等地设置
安全警示标牌，确保辖区不发生安全
事故。

物资储备抓保障。及时补充配
备编制袋、雨衣、救生衣等各类防汛
应急物资 400 余件，以满足防汛所
需，确保安全渡汛。

广泛宣传抓引导。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辖区居民群众进
行防汛安全宣传。通过村民微信群、
小区网格群等方式推送防汛安全知
识，组织工作人员入户宣传汛期安全
防范知识，告知住户要加强汛期安全
意识，引导群众做好避灾避险工作。

研城街道：四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
清理输电线路安全通道 蒋兆明 摄

本报讯（张梦瑶 记者 唐诗敏）为强化“农村家
庭能人”培养，连日来，峨眉山市龙门乡围绕“四得”
标准，通过“三实”举措，着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助
力乡村人才振兴。

“摸实情”，深挖培养潜力。按照“摸清底数+
摸清需求”原则，做好数据摸排。组织乡、村、组党
员干部80余人，通过敲门入户、电话询问等方式，
将全乡有劳动力的家庭2647户、劳动力人口5191
人纳入动态管理。结合从事职业、技能特长、个人
意愿，分年度、分类别制定培养计划，建立“农村家
庭能人”3本台账，做到家庭情况清楚、培养方向明
了。目前，该乡共发掘有特长的能人20人，并将其
纳入教学师资队伍，发挥本土人才“蝴蝶效应”。

“出实招”，丰富培训内容。通过“基地建设+
科学培训”方式，筑牢培养基础。依托龙门乡“粮、
猪、菜、药、茶、酒、房”7大核心产业，建立阳光大米
种植、粮猪产业养殖、高山蔬菜种植、中药材种植、
有机茶种植生产、粮食白酒生产、民宿产业集群等
7大研学实训基地，打造听风民宿、溯溪民宿两大
人才沙龙平台，实现能人培养实训基地全覆盖。整
合资源和力量，建立一支由22名行业专家、致富能
手、院校教师组成的师资团队，采取“课堂教学+基
地实践”形式，提升教学吸引力。

“谋实效”，强化能人应用。采取“创业带动+
能人引领”方式，发挥能人影响力。鼓励能人创办
合作社、家庭农场，并在土地流转、项目申报等方面
给予助力。目前，全乡已创办合作社、家庭农场29
家，高山蔬菜、水果、茶叶等农产品种植规模超1万
亩，带动周边3000余名群众增收。采取“1+3”结
对帮带，让“农村家庭能人”成为邻里“好榜样”，带
动村民共同致富。

龙门乡：

农村家庭能人跃“龙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经沐川县人民政府批准，我中心受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将在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二楼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市场公开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及规划建设要求：

乐山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乐市土矿交公〔2022〕35号

二、本次出让采用有底价，增价方式，自由竞价，价高者得。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可独立竞买也可联合竞买，但拍卖文件中有特殊要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实行网上报名。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9月19日17:00前通过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完成网上报名和缴纳竞买保证金。已完成网上报名的竞买申请人须于2022年9月

19日17:00前（节假日除外）凭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以到账为准）及拍卖文件规定的相关资料到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报名不接受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口头竞买申请。
五、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文件，拍卖文件可在四川乐山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szrzyj.leshan.gov.cn/sgtzyj/lstdkq/kq_index.shtml）下载。相关信息查询可登录以下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www.landchina.com）、四川

土地矿权交易信息网（http://202.61.89.138:800/）、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sc.gov.cn/）、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网站（http://lsggzy.com.cn）、乐山市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szrzyj.leshan.gov.cn/）。
六、联系地址：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东路199号三楼
联 系 人：0833-4609313秦先生（沐川县）、0833-2442919彭先生（交易咨询）

乐山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乐山市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2022年8月30日

序号

2022-拍
-27号

2022-拍
-28号

宗地位置

沐川县沐溪镇交通街
[MCX—2022—010号]

沐川县沐溪镇凤凰村
[MCX—2022—011号]

宗地面积
(㎡)

3375.56
（合5.063亩）

55693.58
（合83.54亩）

A地块
45431.91

B地块
10261.67

宗地用途及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
旅馆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40年

城镇住宅用地70年
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
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40年

起叫价
(万元)

550

572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65

1716

增价
幅度

5万元
及以上

50万元
及以上

规划指标要求

建设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070102）。允许配套
建设商业设施，允许独立设置商业设施且
建筑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30%。该
地块中6层及以下建筑的建筑面积占比应
不低于70%

商业服务业用地（09）兼容居住用地
（07）。其中地块A部分作为商业服务业
用地进行开发；地块B部分作为居住用地
进行开发，且在地块B部分中的6层及以
下住宅建筑面积占比应不低于70%

容积率

大于1.0且
小于等于2.0

地块A
小于等于2.0

地块B
大于1.0且
小于等于2.0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
35%

不大于
40%

绿地率

大于等于
25%

不小于
25%

建筑高度

36米

不超过
36米

出让
方式

拍卖

报名起止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22年9月

19日17:00止
（节假日除外）

交易时间

2022年9月
20日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