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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天到晚上晴。最高温度 34℃，
最低温度20℃。

天气
预报

注：本报表由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表中价格数据
为炳草岗片区监测点监测品种监测时间的零售价的平均值，仅
供参考，具体价格请以现场实际购买时间的价格为准。

攀枝花市主副食品价格监测表
品 种
大 米
面 粉
挂 面
豆 腐
菜籽油
白 糖
猪 肉

鸡
鸡 蛋
草 鱼
鲫 鱼
鲤 鱼
鲢 鱼

规格等级
一级
特粉
特粉
中等
中等
一级

去骨一级
公鸡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计量单位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5升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元／公斤

零售价格
5.53
5.96
9.05
5.80

65.57
10.20
35.20
31.27
11.25
26.74
31.64
24.86
30.45

备 注

精制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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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区域
弄弄坪

河门口

炳草岗

仁和

四十中小

全 市

注：2021年1月1日至今日，全市共计监测133天，达标125天，达标率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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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星月 郑周珅 记

者 周越）“老朋友，今天又见面了。
今年春节期间你们大老远地来陪我们
一起守山，‘五一’期间又陪我们一起
守山，你们辛苦了！”近日，在西区金家
村三组金竹路林区边沿线上巡护时，
由“放牧人”变身“护林人”的李大周见
到了再次蹲点值守的省交通运输厅的
高洪贵，便主动上前打招呼。“老乡好，
包县蹲点值守是省里的安排，我们理
所当然地要把责任落实好。”高洪贵笑
着和李大周摆谈起了森林防灭火的
事。截至5月12日，省交通运输厅累
计轮流派驻14个督导组80余人次蹲

点驻守西区，共同扛起责任，扎实有效
地推进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按照省包县职责分工，罗佳明是
省交通运输厅包县督导西区的率队
负责人，他在督导西区时说，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任务责任重大，包好西
区这片地，使命光荣；大家因为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来到一个“战壕”，
拧在了一起，看到西区的工作激情、
担当精神和务实举措，信心百倍。省
交通运输厅也将持续分组轮流蹲点
驻守西区，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共挑
重担，持续把责任扛在肩上，把措施
牢牢抓在手上，把管控重点盯死看牢

在前端，把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在未
然，坚决守住山、看住人、管住火，共
同推进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务
必实现“两个确保”。

据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 1 月
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每个督导组人员
不分节假日、不分晴天雨天，每天轮
流巡护在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高风
险点位，还到西区林业、应急、经信及
格里坪镇等重要部门单位，帮助查找
风险隐患，精心指导森林草原防灭火
管控措施落实落地。特别是聚焦关
键部位，参与强化源头管理，加大 7

个固定人工防火卡点管控，严格落实
扫码进山；强化清明、五一等重点时
段、重点人群管控，加强对 190 名“五
类人员”及 89 名放牧人员进行动态
管理；紧盯辖区 11 个高风险点位、6
个重点目标和辖区林区输配电线路
的管控防控措施落实落地。每一轮
督导工作天天有反馈，组组有承接，
至今没有断档脱节。

截至目前，省交通运输厅派驻西
区 14 个督导组共计督导反馈风险隐
患57条，已整改56条，为西区有效防
范化解森林草原防灭火风险隐患奠定
了坚实基础。

并肩作战 共挑重担
省交通运输厅督导组蹲点驻守西区森林草原防灭火一线

圆白菜
大白菜
青 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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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杜华东 记者 江潇）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进农村、进学校，
5 月 12 日，市财政局机关党委、关工
委联合盐边县国胜乡中心校开展学
史赠书活动，激励全体师生主动学
习党史，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
和理论素养，将党史学习融入日常、
抓在日常。

在赠书活动上，师生们收到了《可
爱的中国》《旗帜》《长征的故事》《中共
党史青少年读本》等种类多样、内容丰
富、新近出版的党史教育图书。当天，
国胜乡中心校的6名同学饱含爱党爱
国深情，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可歌可泣的革
命故事，与会师生认真聆听，现场不时
响起热烈掌声。

近年来，市财政局协调金砖城市
财政金融中心公益项目组在国胜乡
中心校设立“金砖城市奖学金”，关心
支持山区农村教育事业。在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后，又前往国胜乡中心校
开展学史赠书活动，为孩子们打开了
一扇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窗户，种
下了一粒传承红色基因的种子。这
些图书对于全校师生深刻了解党的
光辉发展历程、深化爱党爱国思想、
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具有重要的意
义和作用。

本报讯（记者 刘鲲）“初心是我
们每个人内心的坚守，青春则像一团
火，点燃了我们沸腾的热血，召唤我
们砥砺前行……”5 月 13 日下午，市
国资委党委、市国资委团工委举行了
以“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
题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党史学习教
育演讲比赛。

“青春恰时来，筑梦向未来”“百年
光辉照我心，青春奋进新时代”“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以青春之我，创青春
之新时代”“激扬青春力量，践行初心
使命”……来自市国资委下属国有企
业的15名选手依次登台，选手们紧扣
主题，带着真挚的情感，用声情并茂的
诉说、慷慨激昂的宣言，追忆中国共产
党光辉百年奋斗历程，讴歌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
就，赞颂身边涌现出的英雄楷模和先
进事迹，分享自己对“学党史、守初心、
凝心聚力谋发展”的理解和感悟，把千
言万语汇聚成了“永远跟党走，用青春
奋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华丽篇章”的坚定信念。

“百年沧桑，鉴往知来；以史明
志，砥砺前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更应该传承红色基因，凝聚青春
力量。”在现场聆听了演讲的国企青
年职工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践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
党史学习教育总体要求，开拓奋进、担
当作为，为攀枝花构建“三个圈层”，加
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

本报讯（记者 李杰 文/图）5月
12 日上午，走进米易县麻陇彝族乡，
现场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向
摸鱼池投放鱼苗、修建“小猪快跑”赛
道、打造林下露营基地……该乡干部
群众正全力以赴，精心筹备着“妞妞
桃”采摘节的丰富活动。

油桃作为麻陇彝族乡的主要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共有 6000 余亩。
为保护和提升当地油桃的美誉度、知
名度，麻陇持续举办“妞妞桃”采摘节
活动，全力打造“妞妞桃”品牌，推动
当地油桃产业化发展。

据了解，麻陇彝族乡第二届“妞妞
桃”采摘节将于今（15）日上午正式开
始，露营基地预计摆设20顶帐篷，设置
20余张吊床，游客来了后，白天可以躺
在吊床上，吹着凉风吃着“妞妞桃”，晚
上可以睡在帐篷里，望着星空，欣赏山
乡夜景。活动当天，麻陇彝族乡从“好
吃、好看、好玩”三个方面，精心准备了
10多项活动内容，让游客可以从早玩
到晚，尽情享受美食、美景。

本报讯（记者 梁波）为切实做好
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盐边县教育和
体育局充分发挥“小手拉大手”优势，
组织全县23所中小学校、500多个班
级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六个一”
宣传教育活动。

强化安全教育，利用各学校升国
旗、晨会、教职工会等，组织 2 万余名
师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四川省森林防灭火条例》《森林草
原防灭火应知应会》《攀枝花市人民
政府 2021 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
相关文件、条例，让师生知晓森林草

原防灭火的重要性，增强大家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激发热爱大自然
的情感。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局专项领导
小组，制定《盐边县教育和体育局
2021 年全县教育体育系统森林草原
防灭火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等相
关机制，明确森林草原防灭火“六个

一”活动要求及宣传内容和时间。
强化宣传引导，扎实开展“六个

一”宣传教育活动，即上一堂森林草原
防灭火课，共计550余课次；开一次森
林草原防灭火主题班会，共计 550 余
次；办一期森林草原防灭火黑板报，共
计 570 余期；印发一张森林草原防灭
火宣传挂图，共计620余张；写一篇森

林草原防灭火主题作文，推荐 8 篇优
秀作品参加省级展评；给家长写一封
森林草原防灭火书信或一段话；组织
学习《切勿玩火》《安全伴我行》《森林
草原防灭火及生活中的安全小知识》
等网络教学课程，印发《盐边县中小学
生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手册》
20000余册。

本报讯（谢绣霞 记者 江潇）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
日，建行攀枝花分行团委联合工会在
分行会议室举办“庆祝建党百年 颂
扬青春诗篇”诗歌朗诵比赛，引领广
大青年员工学习党史、感悟党史、青
春心向党。

朗诵比赛在青年员工集体合唱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中拉开序
幕 ，参 赛 选 手 们 细 数 党 的 奋 斗 历

程，歌颂党的伟大成就，以满腔的
热诚，祝福党的百年华诞。通过诗
歌朗诵比赛，参赛员工及观众一同
重温了经典，感悟了革命先辈的家
国情怀，感受他们用青春芳华诠释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大家纷纷
表示，作为新时代新青年，将努力
向先辈学习，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
态、更加昂扬的斗志，奋力谱写新
时代发展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彭春梅）5月12日
下午，攀枝花学院 3 名思政课青年教
师和10名学生同登讲台，为现场800
多名师生带来了一堂精彩的党史课。

本次党课以“自律攀大人 感悟
建党路”为主题，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时间轴，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为分水岭，设立感悟建党立国
和感悟强国复兴两个篇章，引领师生
学党史、悟思想、感党恩、跟党走。制
作团队以精良的纪实片现场教学，主
讲教师将精深的理论知识侃侃而谈，
主讲学生将丰富的实践成果真切分
享，观众们的思绪浸润在课程现场的
图、文、声、像中。

为用好红色资源，抓好青年学
习，今年寒假期间，10 名攀枝花学院
学生志愿者分别奔赴北京、上海、浙
江等地的 15 个建党百年历程中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地点，追寻党史印
记，见证从建党立国到强国复兴百年
奋斗历程的伟大成就。党史课上，实
践学生分享结束后，现场展示的中国
地图上 15 个地点被点亮，放置的 15
杯采自 15 个地点的热土，将中国共
产党人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
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百年历
程中的重要历史时刻，深深地铭刻进
了师生的心中。

攀枝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建华表示，本次师生同上党史课形
式新颖、主题突出，让党的百年历史鲜
活了起来。学校思政课老师将继续创
新思政课教育理念、改革试课教学方
法，把党史故事、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党的革命精神、红色故事、红色基因融
入思政课，让学生真心感受、用心喜
欢、终生受益。

“火星合月”16日上演 肉眼可赏“星月同框”
(上接1版)截至目前，人类已经陆续向火
星发射了数十颗探测器，其中就包括我
国的‘天问一号’。”宋媛媛说。

从深空“自拍”，到传回首幅火星图像，
再到进入环火星飞行轨道，我国首次火星
探测任务“天问一号”自发射以来，它的一
举一动都受到国人关注。令人振奋的好消
息是，预计2021年5月中下旬，“天问一号”
着陆器部分与“祝融号”火星车将登陆火
星，实施火星表面的着陆与巡视探测。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历史性时刻的
到来，祝福‘天问一号’成功着陆，为我们
带来有关火星的更多消息。”宋媛媛说。

盐边县“六个一”抓实森防宣传进校园

森林草原防灭火专项整治进行时

市财政局

学史赠书进学校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国资委系统

主题演讲激发建功新时代激情

建行攀枝花分行

开展朗诵比赛庆祝建党百年

攀枝花学院

师生同台讲党史课
东区开展非煤矿山汛前安检

本报讯（岑孟红 记者 王刚）“尽
快接根水管，把水坑的积水引流到防洪
沟渠中。”5月10日，在虹亦干堆场2号
坝，东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对攀枝花
虹亦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现场人员说。为
有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扎实
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从当天起，东区
启动2021年非煤矿山汛前安全与应急
专项隐患排查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排查对象主要
是东区辖区内的丰源牛场坪尾矿库、虹亦
尾矿干堆场、汇杰干堆场、鑫帝磨刀沟尾矿
库，以及宏尔达砂厂、林德工贸砂厂、翔森
工贸砂厂和鼎星钛业1号、2号渣场等。检
查内容为开展汛前专项检查、企业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阶段工作
开展情况、企业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实施情
况等。针对检查出的问题，东区应急管理
局要求责任单位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
施，确保在汛前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生
产红线底线，确保非煤矿山安全稳定。

本报讯（周玉峰 记者 胡波）生
鲜超市食品安全状况如何？大家日常
使用的餐具等安全吗？近日，根据前
期公众投票及双随机抽选情况，东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东区检察院、东
区区委宣传部，邀请国家轻工业食品
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东区人大代表、
东区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走进永辉
超市、北京华联超市、辖区餐饮店开展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你选我检”活动。

此次活动是今年东区开展的共治
共享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的系列
工作之一，旨在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引导群众更加主动地参与

到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提升精准抽
检的靶向性，提升食品安全公信力，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共
治共享体系。

活动自 3 月 19 日启动以来，受到
广泛关注，根据前期公众投票票选结
果，最终选出了饮用水、鲜活水产品、
禽类肉制品、复用餐饮具、大米5类食
品及相关产品开展监督抽检。

抽检中，受邀代表在超市随机抽
选了大米、白条鸭、罗非鱼、饮用水等8
批次食品，在万达环球美食城两家餐
饮店随机抽选了2类餐具。随后，国家
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工作

人员按规定将此次抽检的食品和餐具
登记、封存后，及时运送回实验室，按
照《四川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
则（2021 年版）》规定，对其农兽药残
留、重金属、微生物等指标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将于5月下旬向社会公布。

下一步，东区将强化抽检结果运
用，把抽查不合格生产经营单位列入
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强
化后续监管。并通过政府网站、微信
公众号以及在社区、农贸市场张贴公
示通报等方式，发布相关信息，让群众
了解食品安全状况，提高食品安全监
管透明度。

你选我检 买得放心
东区用活群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今天，
去麻陇摘“妞妞桃”

麻陇油桃等你采摘麻陇油桃等你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