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罗斌 文 /图

“小宇，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加油！”6

月 7日早上 8时许，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

区第二中学高考考点外，商务部挂职广安

区龙安乡革新村第一书记陈诗慧向走进校

门的小宇竖起双拇指鼓励道。

小宇是龙安乡革新村脱贫户———“剁

椒妈妈”陈明兰的孙女，平时小宇在广安二

中读高中，陈明兰在家里靠做剁椒酱维持

生活。由于陈明兰年事已高，没法到城里陪

伴孙女参加高考，陈诗慧便主动把亲情陪

伴的任务挑在了自己肩上。

6月 7日早上 6时许，陈诗慧特意穿了

一件红旗袍，赶车来到城里，联系小宇一起

吃早饭，陪她一起聊天。吃过早饭后，陈诗

慧送小宇到学校大门口，为她加油鼓劲，消

除她的考前焦虑。

据了解，为帮助小宇提高学习成绩，陈

诗慧去年在村里开起了扶贫助学课堂，还

引入成都名师为小宇一对一授课，帮助小

宇补习数学。平时，陈诗慧经常主动与小宇

通电话，把大姐姐般的亲情和关爱送到小

宇身边。

“其他孩子都有家人陪考，陈奶奶不能

来，我便主动来陪伴小宇，让小宇能沉着安

心应考，度过她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陈

诗慧表示。

特约记者 张国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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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2021 高考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从四川省

阿坝州黑水县融媒体中心获悉，十年磨一剑，

一朝试锋芒，高考是万千莘莘学子人生的一

次重要时刻，黑水县多部门全力以赴为高考

保驾护航，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据了解，今年黑水县参加 2021年普通高

考的应届生共计 191人，全县设 1个考点（县

中学），设考室 8个，隔离考点 1个，备用考场

3个。

在考点，为保证高考期间的防疫工作，黑

水县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人员组成了考场新

冠肺炎防控小分队，对考生及工作人员进行

入场前的体温检测，同时还设置了临时救助

站，为考生提供医疗服务。

在考点外，黑水县公安局增派警力全程

维护考点秩序，及时处置考生和家长遇到的

紧急情况，全力做好高考安保工作为高考保

驾护航；县交警大队根据考点周边道路交通

情况，对部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加强交通疏

导，禁止与高考无关车辆通行及考场周边车

辆鸣号，为学生营造安全、舒适的高考环境。

国网黑水供电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一早

来到考点外面，检查配电线路设备安全，确保

考场供电安全可靠。

黑水县消防救援大队，志愿者服务协会

等部门也等候在考场外，青年志愿者们为考

生们贴心准备了文具、口罩、签字笔、饮用水

等用品。大家各司其职，加强对学校考点周边

的巡查督导力度，实时掌握动态，及时处理和

应对突发事件，全力确保黑水县 2021年度高

考工作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

除了在考场内拼搏的学子，考场外陪考

的父母，心情也非常激动。考生家长们表示，

高考是孩子成长中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对孩

子而言是一段青春奋斗的难忘时光。希望孩

子们能在以后的人生征途中克服更多的困

难，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黑水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6月 7日，2021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部分

高考学子的家长身着鲜艳的旗袍来到四川省华

蓥中学考场外，为考生加油助威，成为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家长们告诉笔者，今天来到这里，

见证自己的孩子步入人生中最重要的考场，我

们身穿旗袍的寓意是祝孩子们旗开得胜。

一位高考学子的家长张女士表示，希望孩

子们在考场上沉着冷静地发挥，仔细答题，相信

自己一定能行。当被问到此刻自己内心的感受

时，张女士说：“毕竟是自己的孩子，说实话，内

心还是非常紧张的，我也相信他们。现在在考场

外默默地祝福他们能够好好发挥，争取旗开得

胜，金榜题名。” 特约记者 苗贵华 文 / 图

百年风华，矢志初心，近日，由四川省

邛崃市委、邛崃市人民政府主办，邛崃市

委统战部、市工商联承办的邛崃市首届

“风云崃商”颁奖典礼在邛崃河滨广场举

行，邛崃市委书记王乾出席典礼并致辞。

他强调，当前邛崃正以营商环境优化让创

者信心，以产业功能区壮大让市场倾心，

以公服营城让居者舒心，以生境营造让城

市悦心。希望广大崃商存赤子之心，扬企

业家精神，强实干笃行之作风，在新征程

中谱写出属于崃商的时代华章。

“风云崃商”中有这样一家企业和创

始人，“种下一棵树，等待它荫佑一方；埋

下一粒种，期待它福泽千倾。”这就是王瑞

荣和他的企业———四川瑞云建设。在城市

崛起新征程中，需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

担当与贡献，更需要民营企业家拼搏奋斗

的精神与豪情。回首近 30年的创业之路，

王瑞荣和四川瑞云建设始终扎根四川邛

崃这片热土，在努力成就自身的同时，积

极践行“德载瑞云、恩报职责、爱润桑梓”

的企业情怀，将“瑞云”这个品牌打上深深

的邛崃烙印。

从新邛路到凤凰大道，从新南桥到清

水河大桥……创业前十年，四川瑞云建设

用品质建设品牌，“瑞云建设”在行业内打

出一片天地。世纪之交，瑞云路桥服务于

全国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下，始终坚持“善的循环、绿的永续”社会

责任，将瑞云建设品牌与邛崃更加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四川

瑞云建设立足邛崃本土，提出“价值服务

供应商”的战略定位，向善而投、利他而

行。

向善而行，光而不耀，进入新时代，新

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企业家们要学习新思

想，要整合新的资源，谱写新的篇章。面向

未来，四川瑞云建设将一如既往地立足四

川、放眼世界，以“价值服务”的理念提供

更多更具价值和温度的服务。

从诞生那天起，瑞云人便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从荒山河滩改造到抢险救灾，从

喻坎村慰问到精准扶贫，从校企结对到百

年英才工程……近 30年的坚守、坚持与

实践，书写了“善的循环、绿的永续”的社

会责任宣言。这不仅与法律要求的“遵守

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

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相契

合，更是瑞云人对社会作出的应有贡献。

□本报记者 赵蝶

为大力弘扬古树文化，推动落实

《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方

案》，深入挖掘古树名木历史文化内

涵，依托古树名木资源，全方位、多角

度宣传古树文化，用文化传承绿色，

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近日，由成都市绿委办、成都市

风景园林学会主办，“我是古树保护

小卫士”科普活动在金牛区茶店子小

学国宾校区顺利举行。

作为今年中国风景园林月系列

活动之一，活动向茶店子小学 150名

二年级学生讲述古树名木基本知识，

利用数字大屏展示成都市具有代表

性的古树名木及背后的历史典故，分

享树木生长的基本原理，介绍成都市

古树名木保护情况及古树名木保护

的意义，倡导小朋友们要走进古树、

宣扬古树、保护古树。并充分利用互

动体验，让同学们生动形象地了解了

古树名木的胸径、胸围、树高、生长势

等知识。

为加深同学们的理解，活动还向

每个同学发放了树木断面标本，同学

们通过观察交流，学习了树木年轮的

秘密，并结合美术创作，在断面标本

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古树名木和对古

树名木的祈愿。活动还向学校赠送了

《成都古树》画册，画册将作为科普教

育类图书存入茶店子小学图书馆供

更多的同学借阅学习。

古树名木的保护意义要面向大

众，从小培养。通过本次活动使同学

们学习基本植物知识，了解古树名木

保护的意义，尊重古树文化历史和生

态艺术价值，激发学生亲近自然、热

爱家乡的热情，培养学生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加深古树名木保护的意识。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供图）

□青婧 李威 本报记者 蒋永飞

6月 3日下午，注射了新冠疫苗

的残障人士代表将一面“疫苗接种尽

职责，热情服务为人民”的锦旗送到

苍溪县中医院接种点，对该院接种工

作中的贴心服务表示感谢。

“感谢党，感谢政府，为我们免费

疫苗接种，同时也更感谢我们县中医

院，为我们残疾人开辟了绿色通道，

让我们顺利接种，我代表大家向医院

表示感谢。”残障人士王其坤真诚地

说道。

苍溪县中医院将学党史办实事

的思想落到实处，积极响应国家全民

接种新冠疫苗号召的同时，大力解决

残障人士疫苗接种难问题，为行动不

便的残障人士提供优先、优质、快速

的服务。

“遵照党和政府的安排，主管部

门的指导，我院精心为广大老百姓

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尤其是为

残疾人士提供的预约时间段，确保

他们能够及时接种。”该院副院长史

建林说。

自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苍溪

县中医院一方面从严防控，高效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按照接种要求，

展现出速度与力度。另一方面从细服

务，不断筑牢安全防疫墙，打出温情

组合拳，用心、用情、用力为接种对象

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让新冠

疫苗接种更有“温度”。

该县卫健局、县中医院在新冠疫

苗接种过程中，践行学党史办实事，

以人为本，为残疾人接种开通绿色通

道，保障残疾人健康权益，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据悉，目前苍溪县接种疫苗的残

障人士已达 2000余人，为更好地落

实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打通残障人

士疫苗接种的“最后一里”，苍溪县中

医院将持续提供“三专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残障

人士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为他们提供

专门的接种机构、安排专门的接种时

段、设置专门的接种通道‘三专’服

务，确保残障人士应接尽接，助力疫

情防控。”苍溪县卫健局副局长向嘉

蹊说。

广安市广安区龙安乡革新村第一书记陈诗慧：

亲情陪伴助考生安心应考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

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四川省贸易

新业态现场会暨市场采购贸易隆昌

出口首单仪式近日成功举行。会议

发布了市场采购贸易“市场平台+市

（州）产业”合作机制，明确了数据返

还方式和路径，为市（州）企业主体

参与市场采购贸易提供了可靠路

径，对“四川造”产品走出去意义重

大，为全国首创。

会上，有关领导共同启动了隆昌

市首单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金牛

区与隆昌市、青白江区签署了区域合

作协议，市场采购贸易服务中心与宜

宾市商务局、达州市商务局签署了合

作协议。金牛区、隆昌市、成都国际商

贸城、西南国际轻纺城、成都成泰南

向国际贸易公司、阿里巴巴国际站等

政府和企业进行了专业推介，市场采

购贸易在川发展迈出新的一步，“朋

友圈”进一步扩大。

据悉，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指

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国家商务

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的、单

票报关单商品货值 15万美元（含 15

万美元）以下、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

商品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具有拼箱

组柜、简化申报、通关便利及免征增

值税的特点，也兼具诸多优势。市场

采购贸易落地两年多来，四川省积极

探索市场采购发展新路径，推动产业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年以来，四

川聚焦重点企业、特色产业带、专业

市场、“川渝造”等开展外贸招商活

动，截至 5月 31日，20余次对接南

充、宜宾、内江等 5 个市（州），赴重

庆、内江、自贡等地开展招商活动 8

次，新增试点外贸企业 27家，市场主

体累计达 6535家。市场采购贸易服

务中心与中欧协会、俄罗斯四川商

会、德中商会、美国川渝总商会、泰国

商会等商业协会保持良好的交流与

往来。市场采购贸易企业在欧洲、俄

罗斯、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建立了以

海外仓为核心的全球营销体系。截至

5月 31日，市场采购贸易累计完成报

关出口 79.64亿元人民币，商品出口

到全球 45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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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身着鲜艳的旗袍为考生加油助威

黑水县多部门联动
护航高考

四川瑞云建设：回馈社会 向善而行
苍溪县开辟绿色通道
助残疾人士接种疫苗

合力开拓“四川造”出海新路径
前 5月 四川商品出口到全球 45个国家

采购贸易 79.64 亿元

保护古树名木 传承历史文明
成都市举办“我是古树保护小卫士”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