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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大型主题文艺演出、首届巴蜀合
唱节、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第六届
群众广场舞展演、优秀剧目展演、川
渝非遗绣活大赛、四川红军标语展
……4 月 15 日，记者从省文旅厅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四川计划组织开
展 1000 多项参与广泛、影响广泛的
重大公共文化活动。

同时，庆祝建党百年系列公共文
化活动还将充分发挥全省 90473 名
文旅志愿者、2120 个文旅志愿服
务团队作用，组织创作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作品，送到田间地头、街道
社区。

歌舞好戏连台

作为庆祝建党百年的重要活动，
我省将于 6 月下旬在四川省体育馆
举办“巴蜀儿女心向党”——四川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型
主题文艺演出，综合运用音乐舞蹈、
曲艺杂技、诗歌朗诵、情景表演等艺
术形式，以及灯光、3D、VR等技术手
段，通过“雄关漫道、火红年代、春潮
激荡、走向复兴”等篇章，艺术再现
党的光辉历史，热情讴歌党的丰功
伟绩。

成渝互动，也是这次庆祝建党百
年活动的特色之一。首届巴蜀合唱
节、“百绣百年”川渝非遗绣活大赛，
两地群众将以多种形式共庆建党百

年。其中，首届巴蜀合唱节由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南充市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将于 5 月在南充市开唱。“百绣
百年”川渝非遗绣活大赛，将于 4
月至 6 月，在川渝两地广泛征集反
映建党百年、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疫情防控等重大题材的当代刺绣
优秀作品，并邀请100位绣娘创作歌
颂建党百年辉煌伟业的主题非遗刺
绣作品。

4 月至 10 月，我省还将开展“唱
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联动，引导群
众广泛传唱爱国歌曲。

重温红色记忆

经典剧目重现红色记忆。记者
了解到，喜迎建党百年，“剧美天府”
回望百年路·奋进新时代——四川
省庆祝建党 100 周年优秀剧目展演
季将温暖来袭。展演以“党的盛典、
人民的节日”为主基调，大力推介展
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红色经典剧目和当代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

活动将在成都设立主会场，在绵
阳、南充、宜宾、凉山设立分会场，于
5 月至 7 月演出舞剧《英雄》、话剧

《雾中灯塔》、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
念碑》等 40 余部省内外优秀精品剧
目，让人们重温红色记忆。

此外，4 月至 12 月，舞剧《英雄》
《努力餐》、话剧《雾中灯塔》等入选
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

“庆祝建党100周年优秀舞台作品展

演”的作品，将进京展演并在各地巡
演；川剧《草鞋县令》《巴山秀才》《火
塘》、舞剧《英雄》、歌剧《同心结》、清
音《蜀绣》等6部作品，将在四川和北
京等地演出。

打卡红色主题展

除了文艺演出，我省还将推出
红色文献巡展活动、“群星向党·翰
墨铸魂”——全国群众美术、书法、
摄影主题联展等一批红色主题展
览 ，生 动 展 现 百 年 党 史 的 恢 弘 画
卷。

其中，将于 6 月前策划推出“建
党百年”系列展陈活动，综合运用红
色文献、红色文物、历史图片等资
源，通过数字云展播、音像制品、多
媒体互动展示等形式，全景再现红
军长征在四川艰苦卓绝的战斗历
程。“群星向党·翰墨铸魂”——全国
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主题联展，将
于10月组织全国美术、书法、摄影艺
术家参展，举办主题联展及四川、北
京、广东、重庆、江苏巡展。

此外，“初心永恒——四川红军
标语展”，“奋斗与辉煌——中国共
产党百年礼赞”特展也引人期待。

“初心永恒——四川红军标语展”将
通过“胸怀伟大理想”“为理想信念
而战”“推动社会变革”“依靠群众夺
胜利”“社会建设伟大尝试”五个部
分，遴选四川境内的红军石刻标语
拓片、馆藏红军文物 150 余件，于 7
月前在四川博物院展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
金祝 实习生 姜曦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旭强）为破
解文化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助推
文化强省建设，4月15日上午，四川“天
府文产贷”产品上线启动仪式在成都万
达瑞华酒店举行。

“天府文产贷”由省财政厅、省委宣
传部安排风险补偿资金，与合作金融机
构共同出资形成风险补偿资金池，引导
合作金融机构放大资金池资金，加大对
文化企业的贷款支持，对发生的贷款损
失进行分担，对企业融资成本进行补
助。试点“天府文产贷”，是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促进文化金融
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自“天府文产贷”试点工作启动以
来，整合银企担等多方资源，建立了“贷
款损失分担”的风险补偿机制和企业融
资成本补助的支持机制，创建了“财
政+银行+担保、财政+银行+保险、财
政+银行”的服务合作模式，为中小文
化企业融资提供了稳定、规范、便捷的
金融服务。

启动仪式上，四川省财政厅为“天

府文产贷”受托管理机构四川文投集团
授牌，出席领导共同开启“天府文产贷”
产品上线，“天府文产贷”具体承办机构
四川文投汇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
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四川
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
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华夏银行成
都分行 5 家合作银行签订了风险补偿
资金池合作协议，5 家合作银行分别与
5家文化企业签订了贷款合作协议。

据了解，作为“天府文产贷”的受托
管理机构，四川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充分
发挥省委、省政府赋予的文化资本投资
引领平台、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实施平
台、文化资源价值整合平台、文化产业
创新推动平台、文化品牌品质塑造平台

“五大平台”作用，布局了文化小额贷
款、融资租赁等文化金融业务和文化园
区等文化资产服务，正在发起设立四川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组建基金管理公
司，拟借助文化金融和文化资产服务平
台，为文化企业提供项目考察、经营管
理、担保贷款等服务，努力破解文化企
业融资困境，促进我省文化企业做大做
强，推动我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天府文产贷”的支持对象为
在四川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文化企业。其
中，文化企业是指正常经营纳税 1 年

（含）以上，所属行业类别符合国家统计
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范
畴，已申报并纳入四川省统计局文化产

业单位名录管理系统的文化企业。同
一企业每年累计贷款额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
年。贷款发生损失后，由资金池资金按
约定比例分担损失并补偿给放贷银
行。已获得其他类似文化金融产品支持
的文化企业，不得再申报“天府文产贷”。

“天府文产贷”如何申请？
据介绍，“天府文产贷”的支持对象为

在四川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无不良信用记录的文化企业，正常经营纳
税1年（含）以上，所属行业类别符合国家
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范
畴，已申报并纳入四川省统计局文化产业
单位名录管理系统的文化企业。

同一企业每年能贷款多少？
同一企业每年累计贷款额最高不超过

1000万元，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
省级财政将对获得“天府文产贷”支

持的企业给予融资成本一定比例的补助，

包括贷款利息补助、担保费补助、保险费
补助、信用评级费补助、知识产权融资评
估费补助等。

企业贷款到哪里咨询了解？
“天府文产贷”由四川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受托管理，已签约5家合作金融机
构：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
四川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省分
行、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华夏银行成都
分行。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可以到“天府
文产贷”受托管理机构及合作金融机构进
行具体咨询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焦点问答

破解文化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四川“天府文产贷”产品正式上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4月
15 日是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今年主题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
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
统安全，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良好
氛围”。15日上午，四川省公安厅组织
召开新闻通气会，围绕“政治安全在身
边”“社会安全在身边”等主题，对全力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工
作的实效进行了通报。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近年来，四川
公安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打防
结合、标本兼治，持续巩固了我省反恐
怖斗争良好态势，实现了暴恐活动“零
发生”目标，为构建平安四川，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川公安不断创新工作模式，深
入开展网约房、网约车、物联卡、无人
机管控领域的全面调研，先后与发改、
经信、国防科工办、财政、国土、工商、
环保、气象等20多家省级部门建立沟
通协调机制，在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
堵塞新兴业态管控漏洞，填补新领域
防范盲区，破解新情况带来的挑战。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省公
安机关共侦办省级公安、检察联合挂
牌督办的涉黑案件89起、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案件148起、恶势力犯罪集团
案件723起、恶势力犯罪团伙案件745
起、九类涉恶犯罪案件21829起，刑事
拘留36809人。

四川公安强化侦查打击，2020 年
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1.3
万名，同比增长99.27%，破案同比增长
43.03% ，起 诉 犯 罪 嫌 疑 人 同 比 增 长
40%，增长率和重刑率位列全国第二；深
入推进“断卡”行动，抓获贩卖“两卡”犯
罪嫌疑人1.06万人、行业“内鬼”102人；
关停涉案手机卡300余万个、物联网卡
1200余万个、银行账户60余万个，公开
曝光惩戒两卡人员8620名；狠抓精准防
范，拦截诈骗电话3088万余条，处置疑
似诈骗电话8.3万个，拦截封堵涉诈网址
3.8万个，预警劝阻近100万人。

省公安厅：
我省近年暴恐活动“零发生”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文化大餐”庆祝建党百年
四川将开展1000多项公共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