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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30人上榜
四川首批

农村致富带头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日

前，根据《四川省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四川省农村致富带头人扶持计
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认定成都市龙泉驿
区张天义等500人为四川省首批农村致富带头人。
其中，乐山30人上榜。

据悉，农村致富带头人是在农业技术推广、市场
发展、产业融合、增收致富等方面起到明显示范带动
作用的农村实用人才，是乡村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
的重要力量，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支生力
军。此次认定的500名农村致富带头人中，按人员

结构分：党员 311 人，占 62.2%；村干部 99 人，占
19.8%；返乡农民工79人，占15.8%；新乡贤18人，占
3.6%；专业大户135人，占27%；家庭农场主117人，
占23.4%；农民合作社负责人272人，占54.4%；农业
企业负责人157人，占31.4%。以上8项互相有交叉。

按致富带头类型分：发展种养业 450 人，占
90%；推广农业技术301人，占60.2%；带头或参与发
展集体经济297人，占59.4%；开拓农产品市场247
人，占49.4%；返乡创业（含大学生、外出经商人员返
乡创业等）201人，占40.2%；发展新产业新业态177
人，占35.4%。以上6项互相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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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
赋能“乐山智造”

本报讯（记者唐诗敏摄影报道）14日，记
者走进四川交大至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交大至信”）“大文创”车间，独具乐山代表
性的大佛文创产品瞬间映入眼帘——郁郁葱
葱的青翠“森林”点缀丹朱“红砂”，神势肃穆的

“大佛”端坐中央，塑像十分精致。“这个‘乐山
大佛’采用3D打印技术制成，材料为PLA。”
交大至信总工程师张明清介绍，“我们采用逆
向建模的方式对乐山大佛进行扫描，随即导
入切片软件生成数据，最后使用3DP-1000
机器进行打印，整个制造过程大概历时一周
左右。”

在交大至信，类似“乐山大佛”的文创产
品不在少数，此外，还有各类工具模型、教学
用品、装饰摆件、服饰等，涵盖人类生产、生活

各个领域。“自2021年2月底公司动工建设
以来，我们已经生产出很多应用于各大场景
的3D打印产品，而用于打印生产的彩色3D
打印机、光固化3D打印机、烧沙3D打印机等
也均由我们自主研发设计，既有教学机，也有
工业机。”张明清说。

据了解，3D打印技术作为一项创新科
技，可打印金属、非金属、生物细胞三类材料，
既赋能高端制造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制模
成本，又能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可广泛应用
于文创、建筑、服饰、医疗等各个领域。

“3D打印技术对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
级意义重大。”张明清表示，“举个例子，制造
一个机械轴承，传统工艺需要耗时一个多月
以制作模具，且精密度不一定能一次合格，后

期还涉及到组装问题。相比之下，3D打印技
术只需几个小时就能完成数字建模，打印成
品只需一个多小时，经济成本降低了三分之
二，生产时间大大缩短。未来，如果将3D打
印技术大量投入到航空机械的生产应用上，
定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目前，位于乐山高新区的3D打印特色产
业园已拥有各类型3D打印设备、激光内雕
机、工业近景测量仪、精密铸造成套设备等
185台，数创5号楼一层生产车间规划完毕，
开始投入建设实施，国家教育部快速成型制
造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授予该3D打印项目“中
国·乐山3D打印科创产业展示中心”称号，其
展厅正在建设中，预计将于4月完工并正式
对外开放。

由3D打印技术制造的“乐山大佛”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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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昨（21）日，记者从市政
协获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山市第八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于今（22）日开幕。

据悉，本次会议的议程主要有：听取并审议
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并审议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八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列席乐山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
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和
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

通过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八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政
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中共乐
山市委书记讲话。

记者从大会秘书处了解到，经过认真细致准
备，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为高标准、高
质量开好本次会议，市政协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工
作领导小组，下设秘书组、材料简报组、宣传组、会务
组、提案组、后勤组、疫情防控组、会风会纪监督组8
个工作组，明确了每个工作组的职责和任务。各工

作组及早准备，统筹协调，确保高质量、高效率、高水
平完成各项任务，把大会开成凝聚智慧、汇聚力量、
团结奋进的大会。

为严格实施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会议前夕，按
照“应检尽检、不漏一人、确保安全”的原则，所有参
会人员及工作人员、服务保障人员都进行流行病学
史筛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驻地酒店在
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期间将实行封闭管理，实行分
批、分时段就餐制度。

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今日开幕

乐山疾控提醒：

疫情防控需常态坚持 尽快接种疫苗共筑免疫防线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较为复杂。为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有效控制和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乐山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要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积极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建议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共筑免疫防线。

乐山疾控提醒，有2月16日以来泸州市江阳区、2月
11日以来成都市旅居史的来（返）乐人员，特别是与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请务必第一
时间向所在社区、村或居住的酒店报备，主动配合落实
防控措施。

2月11日以来有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长城馨苑
小区、温江区公平街道佳兆业·丽晶公馆小区、金牛区
驷马桥街道沙河·云景湾小区、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龙
河社区凯华丽景小区、金堂县赵镇街道生态水城澜岸
小区旅居史的来（返）乐人员实施集中隔离，期间每3
天进行 1次核酸检测，直至离开风险地区满 14天为
止，解除隔离时双采双检。2月 11日以来有中和街
道、公平街道、驷马桥街道、华阳街道、赵镇街道旅居
史的来（返）乐人员实施居家隔离（不满足居家隔离条
件的，实施集中隔离），第1、3、7天进行核酸检测，直
至离开风险区所在街道满7天为止，解除隔离时双采
双检。

2月11日以来有成都市高新区、温江区、金牛区、天
府新区、金堂县旅居史的来（返）乐人员实施居家健康监
测，第1、3、7天进行核酸检测，直至离开风险区所在区县
满7天为止。

2月11日以来有成都市其他县（市、区），2月16日
以来有泸州市江阳区旅居史的来（返）乐人员需提供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来乐后24小时内再进行1次核酸
检测。如不能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需进
行3天2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
之前，不外出，不聚集。

对红码人员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应急黄
码人员实施14天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每3天完成
1次核酸检测。对7天内有与病例轨迹交集的人员实施
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和7天自我健康监测，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期间第1、3、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

立即报备
主动配合落实防控措施

不聚集，做好个人防护。
要持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

集、分餐食、用公筷、一米线等好习惯，配合扫
码、亮码、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如有发
热、咳嗽、咽痛、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异常症
状，请做好个人防护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
诊。特别是疫情所在市的公众，不聚集，保持
社交距离。如果发现健康码转为黄色，请及时
向所在单位、社区、宾馆报备，做好个人防护，
前往“黄码”人员核酸检测点和就近医疗服务
机构检测核酸。如有疑问，请拨打市长热线
12345咨询。

主动核酸检测。倡导省外人员来返乐人
员（特别是从近14天内有阳性感染者的地市
来乐川人员）和四川省发生本土疫情的县（区）
人员，在24小时内尽快做一次核酸检测。

主动报备。主动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相
关信息，特别是对照本土病例的活动轨迹，查
看是否有所交集。如近期有疫情地区旅居史、
与阳性病例轨迹有交集、收到提醒短信、健康
码变为“红码”“黄码”等情况，需立即向所在村
（社区）、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备旅居史，按要求
做好核酸检测，配合做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人员排查，各
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持续排查往来人员有无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和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密接
史，特别是要重点排查有无本土病例接触史、
活动轨迹交集等；加强健康管理，有发热、乏
力、咳嗽等疑似症状的员工要做好防护，及时
到发热门诊就诊，不要带病上班。务工人员较
多的企业可要求务工人员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返岗。

加强管理
个人防护必不可少

按照省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乐
山市持续开展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接种工作。加强免疫接种对象为全程
接种中生、科兴灭活疫苗和腺病毒疫苗
满6个月的18岁及以上人群，感染高风
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
位人员等重点人员加强免疫由所在单
位统一组织；出国人员、60岁及以上老
年人、普通群众等符合加强免疫条件
的，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自行前往
接种点进行接种。

目前，各县（市、区）均有接种点开
放，提供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接种服
务，并继续为前期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第一剂的群众开展第二剂、第三剂接
种。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中生、科
兴）第一剂的群众已满足第二剂接种时
间间隔要求；2022年1月23日前接种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康泰）第一剂，重组
蛋白疫苗（智飞）第一剂、第二剂的群
众，已经满足第二剂、第三剂接种时间
间隔要求，请尽快到接种点接种第二
剂、第三剂。

现阶段，3-11岁人群只能接种新冠
病毒灭活疫苗（中生、科兴），受种者需
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家庭户口簿和预防
接种证，由一名监护人持本人身份证全
程陪同接种。2022年1月31日前已接
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第一剂的3-11岁
人群，已符合第二剂接种间隔时间要
求，请根据当地教育部门或接种点安
排，尽快接种第二剂。

尽快接种
共筑免疫屏障

记者 戴余乐

热烈祝贺政协乐山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隆重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