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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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 文/图）12月
23 日下午，市委书记贾瑞云率队前往部
分第五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嘉宾考
察点位，专题调研优化建设情况。他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和省委书
记彭清华莅攀调研重要指示精神同抓好
论坛嘉宾考察点位建设等筹备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以分秒必
争的劲头做好最后冲刺，以最饱满的热情
迎接盛会召开，充分展现康养产业“先行
者”的魅力和东道主的风采。

市委副书记彭映梅参加调研。
攀枝花康养产业展示馆于2019年建

成，主要展示攀枝花康养产业总体规划和
分布情况、攀枝花“5115”工程总体情况
以及各县（区）康养产业的重点、特色和亮
点。当天，贾瑞云率队来到展示馆，检查
升级改造工程推进情况，指导完善布展工
作细节。他指出，攀枝花康养产业展示馆
是论坛嘉宾系统了解我市康养产业发展
情况的重要考察点位，要进一步完善展陈
布置和展陈内容，既要充分展示近年来我
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发展康养产业取得的
主要成就，又要全面展现我市发展康养产
业的新理念和新路径，还要准确描绘康养
产业发展的愿景和蓝图，确保让嘉宾一目
了然、一览无余。

康和泊悦项目位于普达阳光国际康
养度假区，主体结构占地 3 万平方米，以
攀枝花花瓣作为外形进行修建，包括康养
酒店、康养体验馆和规划展示馆等内容。
贾瑞云一行来到位于项目一层的普达阳
光康养体验馆，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
观看宣传片等方式，详细了解康养体验馆
建设情况。贾瑞云指出，要进一步突出体
验性，增强体验馆各项目的实用功能；要
结合实际案例，充分展示我市探索“康养
进社区”的初步成效；要延展推广，推动建
设“康养进乡村”。

攀枝花国际康养学院是全国第一所
康养学院，设有护理、健康服务与管理、康复
治疗技术、老年服务与管理、助产、中医康复

保健等专业，现有学生近3000人。在实地
调研了国际康养学院工作后，贾瑞云强调，
要丰富展陈手段，完善细节，统一风格，精益
求精，提升康养文化氛围；要在考察参观过
程中通过学术研究、康养人才培养等资源
展示，充分体现我市“文化养心”“研学养智”
的康养产业发展内涵优势。

调研中，贾瑞云指出，筹委会各工作
组要珍惜宝贵时间，以分秒必争、时不我待
的工作劲头，精雕细琢筹备工作各环节，对
全流程进行再梳理再完善再提升，精益求
精，确保把论坛办成一次高品质的盛会。

贾瑞云强调，要把考察点位建设与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
八次全会和省委书记彭清华莅攀调研重
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助推“健康
中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
战略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展示在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市
康养产业取得的发展成就、面临的难得机
遇和可期的美好前景，充分展现我市作为
探索发展康养产业“先行者”和康养论坛
东道主的风采。要着力查漏补缺，进一步
完善提升各考察点位的软硬件设施，充分

运用声、光、电等多种展示手段，创新设计
更多互动式环节，丰富嘉宾的体验感和参
与感。要对交通保畅、安全保卫等进行实
地预演，进一步细化方案、完善细节，把责
任落实到每个人、措施落实到每个环节，
确保考察活动有序开展。要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全面完成考察点位沿线绿化、美
化和环境整治工作，努力将最好的城市面
貌呈现在嘉宾面前。

市领导谢忠华、马晓凤、李文飞、邓斌
参加调研。

市委秘书长许军峰陪同调研。

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 充分展现“先行者”魅力和东道主风采
贾瑞云调研第五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嘉宾考察点位建设情况

彭映梅参加

12月23日下午，市委书记贾瑞云一行在康和泊悦项目调研第五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嘉宾考察点位建设情况。

新华社成都12月24日电（记者
谢佼 丁英华）24日成渝高铁喜迎提
速提质，通过科技创新，最高时速由
300 公里提升到 350 公里，成渝双城
实现高铁一小时直达。

24日9时15分，首趟G8607次动
车组驶出成都东站，10 时 17 分即抵
达重庆沙坪坝站。这是西南地区首
次部署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刷
新了成渝双城的通联速度。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
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
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城际铁路网的主骨架，
线路全长 299.8 公里。2015 年 12 月
建成以来，按时速300公里运营。随
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不断升温，
客流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9年发送
旅客 3185 万人次，较 2016 年增加
1507万人次，增长89.8%。

为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关 于 成 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部署，
满足人民需求，国铁集团充分运用
科技创新成果经验，积极开展成渝
高铁达标提速提质工作，在高铁基
础设施设备、动车组运用维修、高铁
防灾技术、高铁提速检测、电子客票
等多方面实现创新提升。

据了解，成渝高铁安排开行动车
87.5对， (下转2版）

成渝高铁提速实现一小时直达

□本报记者 彭春梅

全面深化校企合作，纵深推进人才培
养，打造区域职教品牌，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12月24日，攀枝花市工业职业教育
联盟年会在市建筑工程学校召开。

来自省内外的职教专家，攀枝花市工
业职教联盟成员单位的企业家、职教学
校负责人以及职普发展共同体基地学校
负责人共聚一堂，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进
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深化资源整合，做强做优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推动职业教育跨
越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1.4万中职生
初次就业率保持98%以上
在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2021 届

毕业生推介会上，浙江卧龙电气驱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力嘉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海峰鑫化工有限
公司等企业纷纷抛出橄榄枝，招贤纳
新。近年来，我市中职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保持在98%以上。

攀枝花市现有中等职业学校8所，有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所、国家级重点
技工学校2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3所、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
1所、四川省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4所，中等
职业教育全日制在校生1.4万余人。

8年
成员单位增至173家

2012 年，市建校牵头成立了攀枝
花市工业职业教育联盟，共有成员单位
103家。如今，联盟成员单位增加至173
家。其中攀枝花市内外中高职院校 36
所，企业127家，管委会及行业协会等10
个单位。

成员单位的增加，不仅是对联盟的
认同，更是我市加快推进“两城”建设,

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
魅力所在。

8 年来，联盟各成员单位在校企合
作、招生就业、设备师资、技术信息、实训
基地、技能鉴定、技术开发、产学研合作等
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实现了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为我市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十四五”期间，攀枝花市工业职业教
育联盟将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精神和国家“十四
五”期间发展职业教育的要求，结合联盟
自身实际，进一步明确联盟发展定位，加
强联盟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推进联盟成员整
体发展，打造联盟特色品牌。

以年会为契机
拥抱职教美好未来

本次年会内容丰富、成果颇丰。
年会上，市建校与5家企业签订了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联盟协议；联盟为6所职普
发展共同体基地学校授牌；广联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宏业建设软件有限责
任公司授予市建校“西南地区BIM应用技
能培训中心”和“西南地区装配式构建制作
与安装培训基地”；重庆市教科院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全国诊
改委中职专家组副组长谢红作了《中等职业
学校人才培养标准研究的策略与路径（含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重点内容）》专家讲座。

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充分借助攀枝花市工业职业教育联盟平
台，依托职教联盟的高校、企业、行业协会资
源，把攀枝花市职业教育做大、做强、做靓。

打造教育高地打造教育高地
建设体育强市建设体育强市

打造区域职教品牌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攀枝花市工业职业教育联盟年会侧记

本报讯（胡茜 记者 梁波 文/图）
“若水之滨、笮山之巅，有城于斯，是
为盐边，这里山水如画……”12 月
21日，在2020美丽乡村博鳌国际
峰会盐边专场推介活动中，外交部
原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
周文重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0
余名嘉宾热情推荐山水盐边。

12 月 21 日至 23 日，2020 美
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在海南省琼
海市举行，主题为“乡村振兴，美丽
共享”。盐边县以“山水盐边”自然
资源的美丽画卷、滋味生活的独特
魅力，向世界展示了近年来盐边县
和攀枝花市阳光康养产业发展的
重要成果。

记者了解到，为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省委十一届八次全
会精神，按照市委打造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后花园”的部署，盐边县委、县政
府创新思维，找准阳光康养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利用此次
参与 2020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
会的契机，提前谋划，带着攀枝花
农特产品、精品旅游线路等，主动

对接市场，用多种营销方式，向来
自全国各地的嘉宾、代表派发邀
请函“请到笮山若水感受山水盐
边的独特魅力”。

峰会开幕式上，歌唱家于文
华、演员陶虹等文艺界“大咖”热情
为盐边站台。盐边特色农产品芒
果、脐橙、枇杷、国胜茶、桑葚干以
及特色歌舞《孜莫拉》《盐边滋味》
等，吸引了大批“粉丝”。中国前女
篮运动员郑海霞等嘉宾现场品尝
盐边特色农产品后赞不绝口。

在峰会期间，盐边县从历史、
山水、阳光、矿产、温泉、水果、美食
等七个维度向与会嘉宾推介全县
晚熟芒果、特色蚕桑、现代林业、生
态养殖和绿色果蔬五大产业的实
践成果，以及坚持山水互动的养
身、养心、养智、避寒、避暑、避霾的
康养产业发展路径。在2020美丽
乡村博鳌国际峰会上，盐边县斩获
多项荣誉。其中，联合村获“中国
十大最美乡村”、昔格达村获“全国
百佳旅游目的地”，盐边芒果、盐边
桑葚黑酒获“推荐名品”，盐边县获
得“2020 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笮山若水”牵手“海南博鳌”
2020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盐边

专场推介活动魅力十足

2020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盐边专场发布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程桂英 岳蕾娅 周
翼）美好目标催人奋进，壮美蓝图鼓舞人
心。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召开以来，我市
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掀起学
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热潮，为
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动力。
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全会精神在攀
枝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强调要统筹抓
好哪两件大事？要提升城乡什么能力？
推动“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要狠抓落实
什么精神？……12月23日上午，攀东雅
居工棚，30余名建筑工人围坐在一起，共
同学习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此次学习以宣讲的形式进行，东区东
华街道龙珠社区党委书记庄先丽来到工
人中间，围绕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的重大
意义、基本情况、主要特点以及《中共四川
省委关于制定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基本内容进行了宣讲。宣讲
过程中，穿插了有奖知识竞答。工友们现
学现卖，积极参与竞答，进一步深化了对
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的再认识和再
理解。

“今天社区走进工棚为我们宣讲全会
精神，让我们受益匪浅，对全会精神有了
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今后我们将全面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为建设美丽攀枝花作
出建筑工人应有的贡献。”攀东雅居项目
劳务负责人姚宇说。

12月23日下午，仁和区宣讲团成员、
中坝乡党委副书记徐鹏走进中坝乡学房
村，与村（社区）干部代表、村民零距离接

触、面对面交流，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八
次全会精神。

宣讲会上，徐鹏从全会的基本情况、
“十四五”规划、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全
面把握发展阶段等方面进行了生动宣讲，
并围绕全会精神，与学房村基层党员干部
共同学习讨论，鼓励当地村民推动乡村振
兴，把学房村建设成为村容整洁、乡风文
明、管理民主的美丽新村。

“宣讲通俗易懂，把党的好声音、好政
策及时传递到了基层，让我们对全会精神
更加了解，也对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工作信
心更足了。”村民邓小兵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将把全会精神传达给更多村民，让更
多群众受惠。

12 月 23 日下午，在东区银江镇沙
坝村党建文化广场，沙坝村党支部书
记邱海军以坝坝会的形式，结合沙坝
村实际情况，对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精神进行了解读宣传，向村民透露了
未来沙坝村的“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的远景目标。

村民们听得认真，对于未来的发展
和规划大家也有了新思路。沙坝村党支
部副书记余方顺说：“听完全会精神宣
讲，感觉倍受鼓舞。借着国家的方针政
策，一定把村子发展更好，让家家的生活
都充满阳光。”村民袁燕表示，自己会首
先从环境上出发，爱护环境，建设绿色美
丽新家园。

攀枝花：基层学习宣讲省委全会精神接地气

本报讯（陈奕杉 记者 江
潇）12 月 21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
获悉，市民政局已全面完成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惠民殡葬补
贴两项省级民生实事。今年为
全市 5107 名困难残疾人发放生
活补贴 558.22 万元，为全市 3574
名 群 众 发 放 惠 民 殡 葬 补 贴
345.02 万元，确保了补贴资金的
及时足额发放。

据悉，我市从2016年1月1日
起，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从
2016 年的每人每月 60 元逐年提
高到 2020 年的每人每月 100 元，
进一步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保
障水平。为确保补贴精准发放，
市民政局按照乡镇（街道）初审、

县（区）残联组织审核、县（区）民
政部门审定、乡镇（街道）公示的
程序指导县（区）依规开展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申领工作并利
用困难残疾人补贴系统，通过数
据录入比对，核对申领人信息，
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应
补尽补。

同时，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惠民殡葬补贴，对具有攀枝
花市户籍的城乡居民，在我市政
府主办的殡葬服务机构火化的
人员免除四项基本丧葬服务费
用，包括遗体接运费（攀枝花市
辖区内）、遗体火化费、遗体暂存

（冷藏）存放费、骨灰存放费。今
年为全市 3574 名群众发放惠民
殡葬补贴 345.02 万元。

本报讯（王明复 记者 李
刚）12 月 24 日，2019 年度四川省
抗击重大自然灾害表彰大会在成
都举行。在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
分会场，我市对未到主会场的3个
集体、9人进行了颁奖。

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大力
弘扬抗灾救灾精神，充分激发全省
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抗击自然灾害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
步激励全省上下做好应急管理工
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经
省政府同意，省应急管理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决定，全省授

予98个集体“2019年度四川省抗
击重大自然灾害先进集体”称号。
198 名同志“2019 年度四川省抗
击重大自然灾害先进个人”称号，
我市3个集体、9人榜上有名。其
中，攀枝花市防震减灾事务中心、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彝族乡人民
政府、攀枝花市森林消防支队获得

“2019 年度四川省抗击重大自然
灾害先进集体”称号；黄贵明、王建
立、郭驰、撒卫兵（回族）、袁忠礼、
莫剑、戴鹏、陶德智、舒梦飞荣获

“2019 年度四川省抗击重大自然
灾害先进个人”称号。

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有功

攀枝花市3集体9人受省上表彰

发放生活补贴558.22万元

我市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