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1、胡耀邦何时视察乐山？

答：1982年9月19日。胡耀邦在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视

察时，在沙湾区范店乡境内作短暂停留并视察龚嘴水电站。

42、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第一个大型托卡马克聚变装

置？

答：中国环流器一号。该装置用于磁约束受控热核聚变

（人造太阳）基础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

家李正武领导研制。1984年9月21日，在乐山585所建成启

用，是中国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里程碑。该装置及原实验地

址现已建成中国核聚变博物馆。

43、乐山何时开展全面整党？

答：1984年10月至1987年5月，乐山共有803个党委、

328个总支、11323个支部、211220名党员参加以“统一思

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目的的整党。

44、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何时设立？

答：1984年10月。1984年4月，国务院批准，撤销马边

县、峨边县，设立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正式

划归乐山地区管辖。10月，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举行成立

大会。

45、乐山何时撤地建市？

答：1985年5月。1985年2月1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

乐山地区，建立地级乐山市，实行市管县的管理体制。5月

15日，“中国共产党乐山市委员会”“乐山市人民政府”印

章启用和对外挂牌，乐山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46、乐山建市以来召开了几次党代会？

答：七次。1985年5月28日至31日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1990年6月2日至7日，召开第二次党代会；1995年3月25日至

29日，召开第三次党代会；2000年1月4日至8日，召开第四

次党代会；2005年1月27日至29日，召开第五次党代会；

2011年11月8日至10日，召开第六次党代会；2016年11月18日

至20日，召开第七次党代会。

47、乐山首届国际龙舟经济交易会何时举行？

答：1987年5月25日至31日。

48、乐山电视台、乐山人民广播电台何时建成开播？

答：1987年10月1日。

49、江泽民几次视察乐山？

答：三次。第一次，1991年4月20日至21日，江泽民视

察市中区安谷镇下湿田改造工程、长征制药厂、西南物理研

究院和大佛乌尤景区。第二次，2004年9月8日，江泽民视察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第三次，201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

江泽民视察峨眉山景区。

50、乐山经济开发区何时建立？

答：1992年7月，省级乐山经济开发区成立；1996年2月

更名为四川省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2年8月升级为

国家级高新区。

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中，为加深广大干部群众对乐山党史、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的认识，进一步激发爱党爱国热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汲取奋进力量，中共乐山市委党史

和地志研究室编辑了《乐山党史100问》，以党史知识问答的形式，实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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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疫苗攻关提出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中国处在什么水平？当前进展怎样？

问：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庄严承诺将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全球疫情肆虐，中国在自身疫苗需求巨

大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国内国际两个需求？我们为全球抗疫贡

献怎样的力量？

问：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利器，大家都很关心疫苗的实际保护效力。目前中国

获批的疫苗在真实世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到底如何？

答：我们坚持早部署、多路线，在2020年2月就成立专班

部署疫苗研发，我国新冠疫苗研发速度与数量始终处于世界第

一方阵。

我国已有21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目前有4个疫

苗在国内获批附条件上市，3个疫苗在国内获批紧急使用，8个

疫苗在国外获批开展Ⅲ期临床试验，1个mRNA疫苗在国外获

伦理批准，实现了境外临床试验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

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技术路线的全面覆盖。

疫苗研发数量居世界前列的同时，研发速度也创下纪

录。新冠疫苗研发项目从启动，到全球首个开展临床研究，仅

用时2个月；到我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疫苗紧急使用，仅用时4个

月；到我国历史上首次开展疫苗境外Ⅲ期临床试验，仅用时

5个月；到获批附条件上市，仅用时11个月。

答：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传染病大流

行，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

人道行动，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我国新冠疫苗已在全球90余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

急使用，并有2个疫苗获批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虽然我国国内接种的总数量已有7亿多剂次，在全球遥遥

领先，但每百人接种的比例并不领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根据境内外疫情形势，统筹兼顾国内国际需求，合理调配疫

苗供应。我国新冠疫苗已供应国外超过3.5亿剂，包括向80多

个国家捐赠，向40多个国家出口。2020年10月，我国宣布加

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承诺供应1000万剂疫苗，

答：由于境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要准确统计真实世界保护率并不容

易，但有两个案例可以介绍。智利卫生部曾宣布，截至5月16日，该国接种科

兴灭活疫苗约1325万剂次，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二剂接种14天后，预防有症

状感染的有效率为65.3%，预防住院治疗的有效率为87%，预防进入重症监护

病房的有效率为90.3%，预防感染所致死亡的有效率为86%，考虑到当地变异

株流行，提示我国疫苗对变异株可能具有良好的交叉保护效果。

6月1日，科兴发布了在巴西塞拉纳市开展新冠疫苗试验“S计划”的初步

结果。该市4万多人中，90%以上的成年人完成了疫苗接种。结果显示，虽然

周边地区疫情仍然严重，但塞拉纳因感染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了

95%，有症状的病例数下降了80%，住院人数下降了86%。此外，疫苗接种对

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及青少年也起到免疫屏障的保护作用。

国内大规模接种充分显示我国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据统计，我国

7亿多剂次的接种，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为11.86/10万剂次。其中，一般反应

占83%，异常反应占17%，一般反应、异常反应发生率均低于2019年我国常规

接种的各类疫苗的平均报告水平。

Ⅲ期临床试验也显示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5月26日，国际医

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国药中生研发的两款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

结果，这是全球第一个正式发表的新冠灭活疫苗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数据显

示，两款灭活疫苗保护效力分别为72.8%和78.1%。

前所未有的攻关——

21个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向全球供应超3.5亿剂
90余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或紧急使用

战胜疫情的利器——
真实世界研究显示中国疫苗具有良好保护力

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已逾一年，疫情起伏反

复，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应对疫情防控，是关乎人类发展的大事，也是全球治理

的紧迫课题。

我国新冠疫苗研发总体进展如何？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国

际合作？疫苗在真实世界的研究结果怎样……6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

班负责人曾益新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回应公众关切焦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答记者问

 中国新冠疫苗“为什么能”？

2021年5月7日，国药中生北京所灭活疫苗纳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后，6月1

日，该所第一批供应COVAX疫苗下线。

我国在新冠疫苗研发、生产、使用等方面均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研发方

面，部分疫苗研发单位已经与阿联酋、巴西、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巴基斯坦

等20余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合作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生产方面，部分企业生产的原

液已运往巴西、印度尼西亚、埃及、阿联酋、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并启动

境外分包装工作。

中国宝贵的抗疫经验，就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的生命

健康放在第一位。面对肆虐的疫情，没有谁能独善其身。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

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践行“将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疫苗”的

庄严承诺，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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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造成超300万人死亡，影响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正在推进最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目前进展如何？距离

构建免疫屏障还有多远？

问：针对大众关心的病毒变异对疫苗的影响，我们还有哪些新的研究？雾化吸

入式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进展如何？疫苗紧急使用年龄会否再扩大？

答：3月24日，中国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的“日报”制度。5月以来，疫苗接种

进入“加速跑”，目前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超7亿剂次，中国疫苗被世界上更多国家认

可与接受。近日发生的本土病例提示，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共筑“免疫长城”，减少

“疫苗犹豫”，需要你我助力。

为了便民利民，推进全人群接种，临时接种点、流动接种点、重点场所上门接种

齐头并进；重点行业人群、重点单位人群、重点地区人群一扩再扩，都是为了尽快满

足大家需要。

在这场疫苗接种的“大考”中，医务人员贡献卓著。接种量一天2000多万剂次，

5天破亿剂次，每一个环节都要核对，每一个编码都不能出错，这是广大医务人员辛

勤付出的成果，他们可敬、可爱！预计到今年年底前完成至少70%的目标人群接种。

答：第一，我们积极推进新冠疫苗后续相关研究，包括真实世界研究、免疫持

久性研究等，为疫苗进一步大规模使用提供参考。

第二，目前研究表明，现有疫苗能控制现有的病毒变异。但一定要未雨绸缪，

在病毒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严密监测病毒变异情况，提

前做好新冠病毒严重变异株疫苗的研发工作。

第三，积极推动更多疫苗开展Ⅲ期临床试验，推动更多疫苗上市，形成更大的

产能，最终目标是加大疫苗供应量。

第四，鼻喷疫苗也是我们最早布局的技术路线之一，目前有关单位正在开展鼻

喷和雾化吸入式新冠疫苗的临床试验并收集数据统计分析，待数据基本齐全后，我

们将适时组织专家论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五，我国新冠疫苗使用人群已覆盖18岁以上，接种者年龄最大超过了100岁。

目前专家已经对3至17岁人群使用疫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进行了论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也会根

据需要在这一人群中使用。

第六，我们也倡议，世卫组织能根据全球疫情

防控的实际情况，对新冠疫苗进入紧急使用清单的

规则适时作出调整。比如，对于动物实验、Ⅰ/Ⅱ期

临床试验效果很好，生产也完全符合GMP标准，就

应该考虑豁免Ⅲ期临床试验，以中和抗体作为替代

指标，这样能大幅度提升疫苗的供应量。

构筑“免疫长城”——
预计年底前至少70%的目标人群接种

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将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

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

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明确将由自然资源部门负

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

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

项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四项政府非税收

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土地出让等四项非税收入
将划转税务征收

6月4日，乐山市乡村振兴局揭牌仪式举

行，标志着我市圆满完成脱贫攻坚历史使命，开

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市乡村振兴局由市

扶贫开发局重组建立，为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市

农业农村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市扶贫开发局不再

保留。其主要职能包括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做好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在政策、工作等方面的有效

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乐山市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

一 周 新 闻 汇

6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暂

停相关体育活动的通知，要求从即日起，暂

停山地越野、戈壁穿越、翼装飞行、超长距离

跑等管理责任不清、规则不完善、安全防护

标准不明确的新兴高危体育赛事活动。

体育总局：
暂停山地越野等高危体育赛事活动

根据广东省防疫指挥部和深圳市最新防疫

要求，因疫情防控需要，自6月7日12时起，所

有从深圳机场乘机出港的旅客（不含外地中转

旅客），须出具“健康码”绿码及72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持广州、佛山身份证或

14天内有广州、佛山行程经历的出港旅客，须

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因未能及时出

具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无法按时出发的旅

客，可向航空公司申

请依相关政策办理退

改签。

乘机离深须持绿码和
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新华网 乐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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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 起 报 名

2021年四川省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即将启动

2021年四川省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即将启动
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类考级（乐山考级站）

■本报记者 熊春鹰 文/图

记者近日从四川省社会艺术水平考

级乐山工作站获悉，2021年四川省社会艺

术水平考级工作即将展开，音乐、舞

蹈、美术书法类考级（乐山考级站）报

名工作，将于6月15日起正式启动，相关

考试拟于7月21日——7月24日进行。

作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

水平提高后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社会艺术考级活动蓬勃发展。通过社会

艺术水平考级工作，对社会考生的艺术

水平提供规范性、权威性的鉴定，并给

予正确的指导，使其在进一步学习中加

以提高，对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尤其是

青少年素质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

是近年来，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成为推动

社会艺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考生数

量年年上升，是我省检验艺术普及成果

的重要方式。

“多数孩子学习艺术并不是为了考

学，而是通过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增加

对艺术的感知力。而这种提高得到了全

国性的认证，这无疑是一种教师与家长

所不能提供的外来学习动力。”一位艺

术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考级不仅

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考察，对老师教学

成果的检验，更是孩子们自我展示的平

台和成长的见证。“重点在于持续性的

学习中，对孩子们在书法、美术、舞

蹈、音乐等方面艺术审美的培养，让他

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美的锻炼。”

“艺术考级可以有效地提供艺术学习的阶段感和目标体系。”四川省社

会艺术水平考级乐山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于学生而言，完成阶段性学习，

这无疑是一种教师与家长所不能提供的外来学习动力。



一、报名时间

2021年6月15日 -7月15日

二、报名地点

乐山市文广市民艺术培训中心 （二楼办公室）

三、报考须知

（一）音乐类

1、考生两张1寸近照彩照（照片背面需填写姓名），新报考生每人需

交建档卡费30元

2、按要求填报报名表。

3、声乐类考生自带伴奏（手机、U盘均可）

4、开考专业：

中国音协：钢琴、小提琴、手风琴、电子琴（单、双排键）、数码钢

琴、萨克斯管、单簧管、长笛、小号、古筝、二胡、琵琶、笛子、古典吉

他、小军鼓、爵士鼓、成人歌唱、少儿歌唱

省艺术研究院：古筝、钢琴、小提琴、少儿声乐、架子鼓、民谣吉他

5、考级形式：

中国音协：线上考级

省艺术研究院：线下考级

（二）舞蹈类

1、报考机构需交考生照片2套（照片背面需填写姓名）

2、按要求填写报名表

（三）美术书法类

1、领取并按要求认真填写《考级报名表》

2、考生交正面1寸近照两张并按规定贴于报名表上

3、报考专业 

美术类: 西画【水彩、水粉、素描(线描)、速写、顺画、油画】、国

画【花鸟、山水、人物】

书法类:硬笔、软笔

四、考试时间安排

2021年7月21日--7月24日

请考生在考前1天登陆“乐山头条”微信公众号查询考室安排。   

五、考试地点

音乐类：乐山市文化馆                                                  

舞蹈类：乐山市文化馆                                         

美术书法类：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六、考级咨询电话

秦老师：18181532880

窦老师：18228366092

夏老师：1998134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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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云。”孙忠明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引子，分别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时期

四个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展开，延展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广大文艺工作者勇于担当，鞠躬尽瘁，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

业繁荣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后更

名为《新青年》。《新青年》一问世便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

导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影响巨大而久远。”关于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发展，孙忠明表示，“五四”运动是一

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

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

志向和信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队伍

的准备。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简称“左联”），

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发展和推动了左翼文艺

运动，开创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

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日出》

和《原野》等一大批文学艺术大作应运而生。左联文学艺术创

作成果累累，巩固了革命文学的地位。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

曲》《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和乐章呼唤民众，激励民众，坚持

抗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亿万人民对党的拥

护和爱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八大”确定了“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

而出。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

平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

中国文艺发展迎来春天。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

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关于文艺政策的指导

下，各类文艺作品精彩纷呈，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这场讲座别开生面的从文艺、文化的角度讲述党史，让每一位

文广旅系统的工作人员倍感亲切，进一步感受了文化力量，增强了文

化自信。”陈玲在会上提出，下一步的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做好三个

“进一步”。一是进一步抓好工作落实，各级党组织要探索党史学习

教育有效载体，通过专题学习、主题党课、情景教学、现场体验等多

种形式，推动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二是进一步彰显文旅特色，要在保护传承红色资源、打造提升红色景

区上做文章，推动红色旅游提档升级；围绕红色文化，继续办好“戏

剧中的党史”“文学作品中的党史”“音乐与党史”系列讲座，引导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三是进一步践行为民服

务，各级党组织要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最困难的群

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实际行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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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化的力量

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切实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6月4日，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组织的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职工讲坛”活动在市图书馆举

行，市文广旅局机关全体党员，直属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了讲座。

市文化馆正高级研究馆员、中国群文学会会员孙忠明以《百年指

引 辉煌乐章——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为主题，结

合亲身经历、专业特长，以文人视角解读党史与文艺发展的密切联

系。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书记陈玲主持讲座。

■本报记者 熊春鹰 文/图

文艺引领时代风云
市文广旅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职工讲坛”活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