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主流报纸 公信服务传媒

第691期

2018年7月

10
星期二

戊戌年五月廿七

区县版

值班副总编辑：宁云峰 主编：李四海

新闻热线:18980188051 电子邮箱：136292623@qq.com

今日4版 每周一刊 每周二出版

本报讯 7 月 6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主

持召开四届区政府 59 次常务会，学习贯彻省委十一

届三次全会精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陆京会，区

委常委、副区长孙炜，副区长周毅、吴强、毛金花、李

江源出席会议。物流港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牛

斌列席会议。

就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韩麟强

调，全区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的热潮，

将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推动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各级

各部门要结合“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准确把握省

委全会精神，自觉将船山各项工作融入到全省、全市

发展大局进行谋划和推进。要按全会精神抓好当前

工作，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全力以赴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

会议还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和《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会议还审议了《政府常务会议事规

则》《船山干部正向激励实施办法》等事项。 （罗琳）

四届区政府59次常务会召开

曹斌督导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

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7 月 3 日上午，区委书记曹斌带领相关部门负

责人深入城区内涝点、乡镇山洪地质灾害点督导防汛减灾

工作。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程康，副区长周毅陪同。

来到凯旋路街道办事处凯南一巷内涝点、育才路街道

办事处百盛家园小区内涝点，记者看到两处内涝点的积水

已全部清理完毕。曹斌指出，主汛期来临，居住在低洼地

带的群众尽量暂时搬离。社区干部要落实好值班制度，加

强汛期值守和应急抢险准备，确保安全度汛。内涝退水

后，必须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相关部门要针对内涝点研究

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内涝问题，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圣莲岛码头，曹斌对河心洲岛的防汛工作进行了督

导，并重点对冲锋舟到位情况进行检查。曹斌指出，进入

主汛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管理码头。要坚持以人为

本，做好应急抢险准备，确保河心洲岛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随后，曹斌来到唐家乡东山村 6 组地灾点和长虹村 11
组山洪灾害点。他要求，要保持高度警惕，未雨绸缪，进一

步加强山洪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发现险情及时报告，

切实做好应急避险。要综合考虑，以便彻底消除地质灾害

隐患。要组织应急演练，切实加强防汛应急能力 ,提升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沿江乡镇要做好船只管理，严格规范船

只停靠。 （罗琳）

本报讯 7 月 3 日，船山区召开传达

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大会，安排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曹斌主持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传达省委

全会精神。蒲体德、卢赐义、牛斌、陆京

会、袁旭、程康、蒋中治、黄钰等县级领导

参加会议。

会上，韩麟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和全市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大会的精神。

就抓好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精神，曹斌指出，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是在我省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跨越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战略谋划和决策

部署，是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的具体行动，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

人民迈步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展现新作为

的再动员再部署。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并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实质。

一是准确把握“坚定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四川篇’武装

头 脑 、指 导 实 践 、推 动 工 作 ”的 政 治 要

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及“四川篇”的丰富内涵和

实践要求，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坚定用

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二是准确把握“构建‘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要

切实增强大局意识，着眼全省全市“一盘

棋”来谋划推动工作；增强机遇意识，进

一步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为写好“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遂宁

篇章”作出船山贡献。

三是准确把握“形成‘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的总体谋

划。要立足船山是省内贯通北向融入中

蒙俄经济走廊、南向连接环北部湾经济圈

和粤港澳大湾区、西向联通蓉新欧（蓉

欧）国际大通道、东向连接长三角经济区

的重要枢纽这一优势，进一步加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深化开放合作外延和内

涵、拓展发展新空间。 （下转02版）

船山召开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大会

学深悟透省委全会精神
奋力书写治蜀兴川“船山答卷”

本报讯“我宣布，第十一届遂宁观

音文化旅游节暨船山区第四届荷花节开

幕。”7 月 5 日晚，随着省政协副主席欧阳

泽华的一声号令，以“人间遂宁·圣莲花

开”为主题的第十一届遂宁观音文化旅

游节暨船山区第四届荷花节隆重开幕。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傅勇林，省

林业厅巡视员刘兵，浙江省绍兴市政协

副主席胡少云，省台办副主任赵宇，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杨健，省文联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兵，中华两岸

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刘仲宇等出席开幕

式。市委书记邵革军出席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杨自力主持开幕式。刘云、

刘德福等市领导，曹斌、韩麟、蒲体德、

卢赐义等区领导参加开幕式。

傅勇林代表省旅发委对第十一届遂

宁观音文化旅游节暨船山区第四届荷花

节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坚持把旅游业作

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重要抓手。

当前，全省旅游系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决策

部署，全力推动旅游、旅游化、旅游产业

同步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旅游产业体

系，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和世界重要

旅游目的地，力争今年建成万亿级旅游

产业集群。遂宁自古就是“东川巨邑”，

人杰地灵。近年来，遂宁以创新的思路

和务实的举措，实现了旅游业无中生有、

强势崛起，遂宁观音文化旅游节已打造

成为一张亮丽名片。希望遂宁在构建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中展

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希望社会各界一

如既往支持遂宁、支持四川，共建共享、

互利共赢。

开幕式上，邵革军代表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各位

领导、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

个城市的独特滋养。近年来，遂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深度

挖掘观音文化内涵，催生了世界荷花博览

园、十里荷画等一批新景区，绘就了遂宁

文化旅游新画卷，顺应了群众美好生活新

期待。“中国观音文化之乡”的知名度、美

誉度不断提升。本次观音文化旅游节、荷

花节，既是对观音文化节庆品牌的传承和

延续，更吹响了新时代遂宁文化旅游事业

发展的号角。希望通过本次旅游节，能有

更多朋友前来旅游休闲，品味千年积淀的

观音文化；真诚期望能有更多客商来遂投

资兴业、共同发展。

刘 仲 宇 说 ，遂 宁 是 一 片 美 丽 的 土

地。有着观音故里之称的遂宁和台湾有

着友好的合作关系，观音文化、观音信仰

深深扎根在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共

同的信仰是两地民众密切往来的情感基

础和文化基础。相聚遂宁，携手合作，必

将有利于推动两地实现更大合作，助推

遂宁观音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下转02版）

本报讯 7 月 6 日，以“创新、融合、分

享”为主题的 2018“创意旅游”遂宁研讨

会召开。

省旅游发展委主任傅勇林、省旅游

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柴延祝等出

席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致

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列兵主持会

议。戴见明、欧斯云等市领导，袁旭等

区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杨自力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遂

宁旅游发展情况。他指出，当前，旅游

业发展已进入全域全民旅游新时代，对

优质旅游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

意旅游正是加快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推动旅游产业向新产业拓展、

向新业态聚集、向新模式延伸的重要抓

手，将有效推动我们开发旅游新产品、

新体验和新服务，不断适应广大群众对

高质量旅游工作的新期待。在此背景

下，2018“创意旅游”遂宁研讨会的举

行，对遂宁进一步深化“创意旅游”认

识、优化“创意旅游”实践，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必将起到十分积极的推

动作用。市委、市政府将以此次研讨会

为契机，充分借力各位领导专家的智慧

成果，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打破思维定

式、深化业态融合、强化品质体验，

（紧转02版）

本报讯 7 月 6 日，在区委书记曹斌，

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陪同下，参加遂

宁市第十一届观音文化旅游节暨船山

区第四届荷花节的嘉宾考察了船山旅

游发展情况。区委副书记白争春，区委

常委、区委办主任程康，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蹇世誉陪同考察。

“我们的物流港已成功创建全国示

范物流园区、智慧物流配送示范基地、中

国物流示范基地……”走进中国西部现代

物流港，工作人员介绍说，园区已引进包

括 3 家世界 500 强、8 家上市公司在内的

重点项目 104 个，其中竣工营运项目 65
个、在建项目 18 个，累计完成投资 445 亿

元，形成以现代物流、商贸物流、高新技

术加工制造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在考察

中，嘉宾们对物流港的发展赞叹不已。

来到永河现代农业园，站在望荷亭，

荷塘景色尽收眼底。据介绍，园区按照

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定位，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示范引领、全

域园区”的建设理念，创新“大园区+ 小

园区 +业主 +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大力

发展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旅游观光、养

生度假等新产业、新业态，全力推动了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嘉宾们还考察了皇家禅林广德寺。

（罗琳 梁惠 杨雨）

2018“创意旅游”遂宁研讨会召开

借力专家智慧成果 推动遂宁旅游高质量发展
参会嘉宾考察船山旅游发展

第十一届遂宁观音文化旅游节
暨船山区第四届荷花节开幕式

欧阳泽华宣布开幕 傅勇林刘兵胡少云赵宇杨健李兵刘仲宇出席
邵革军讲话 杨自力主持 刘云刘德福等出席 曹斌致辞 韩麟接牌

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

7 月 5 日，第十一届遂宁观音文

化旅游节暨船山区第四届荷花节开

幕式在圣莲岛举行。据了解，本届活

动以“人间遂宁·圣莲花开”为主题，

内容分为展示类、展演类、互动体验

类三大板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亮 点 纷 呈 。 图为 游 客 前 来 观 赏 荷

花。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 4 版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摄

韩麟调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切实增加农户收入

本报讯 7 月 5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来到保升

乡太和桥村，调研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韩麟强

调，要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让农户增收。

来到太和桥村，韩麟听取了该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

作推进情况、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及下步计划等。他强调，

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户增收不能形成“两张皮”，集体经济产

权必须量化到人头，真正与农户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通

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让农户增收。

据了解，太和桥村率先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

作。目前，该村成立了集体经济合作社，清产核资工作全

面结束，集体成员身份确认进展顺利，集体经济实体化运

行良好。 （罗琳）

船山区加强农贸市场整治

本报讯 7 月 7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主持召开

专题会，就卫星桥农贸市场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副区长毛

金花参加会议。

针对卫星桥农贸市场存在的“活禽宰杀依然存在、市

场管理混乱、以街为市、市场管理人员脱岗、占道经营”五

个方面的问题，韩麟指出，要加大市场整治力度，确保市场

秩序井然、环境整洁。要按照 2017 年取缔市城区农贸市场

活禽宰杀公告和相关要求，对市场内活禽宰杀点进行依法

查处。要做好市场内车辆规范停放和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加大市场内外垃圾的清扫和转运频率，确保市场整洁有

序。对市场散乱摊点重新科学划线，规范市场摆摊秩序。

要约谈市场管理方，督促其加大对市场工作人员的监督管

理。要加大对市场管理方的宣传警示，要求其依法依规对

市场进行管理，做到合法经营。 （下转02版）

船山召开防汛减灾工作专题会

压实防汛责任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7 月 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区防汛指挥部指

挥长韩麟主持召开船山区防汛减灾工作专题会。会议听

取了各相关部门、沿江乡镇防汛减灾工作情况汇报，就抓

好当前防汛减灾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区领导谢超、

吴强参加会议。

会上，韩麟强调，要严格按照防汛预案，进一步压实防

汛责任，形成统一指挥、运行有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

工作机制。要认真落实区委书记曹斌关于防汛减灾工作

的指示，确保安全度汛。要快速整治圣平岛堤防裂缝，按

区防汛指挥部现场指令要求，区水务局负责做好技术指

导，仁里镇组织施工队伍，于 7 月 6 日前完成整治。

就圣平岛应急救援事宜，韩麟强调，要采取提前预防

措施，提前避险，做好汛期摸排，将危重病人、临产孕妇提

前撤离。要配备应急救援设备，联系专业救援队伍，以备

不时之需。区人武部要加强冲锋舟救援训练，随时保证应

急救援，确保安全度汛。 （罗琳）

韩麟督导防汛减灾工作要求

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本报讯 7 月 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韩麟来到我区社

区、码头，对防汛减灾工作进行督导。

在育才路街道办事处百盛家园小区内涝点、凯旋路街

道办事处凯南一巷内涝点，韩麟强调，要强化预警监测，设

置警示标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防汛应

急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要向居民进行防汛安全宣

传 ,加强社区居民的防灾抗灾的安全意识，确保安全度汛。

来到圣平岛码头，韩麟强调，要加强涪江流量监测，做

好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要有序疏散，紧急避险；

一旦出现极端天气，要按照要求停止渡船摆渡。要加强防

汛安全宣传，强化应急演练，认真扎实地做好各项防汛工

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罗琳 郭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