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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杜林德

水是生命之源，文明兴衰之根。行走在

遂宁，抬头便是湛蓝的天空，低头可见清澈

的河水，还有不时映入眼帘的河塘水系、湿

地公园……让人仿佛置身于城在水中、水在

城中、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近年来，我市以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为

契机，坚持节水减污、节水减排理念，践行

“四川省节水型城市”这一称号，把城市节水

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实现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节约和保护。

从“水荒之痛”到“高效节水”

遂宁地处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位于

成渝经济区中心，不但有穿城而过、绕城而

流的涪江、渠河，而且有琼江等大小溪河。

水，对于遂宁人来说，似乎从来都不需担

忧其不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有这样一组数据——遂宁多年平均年降

水量 928 毫米，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1.34 亿

立方米，全市多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298 立

方米，远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属于严

重缺水地区。

或许这些统计数字有些单调，但 2006 年

遂宁遭遇特大干旱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天保过去靠天保，人畜饮水要远挑，遇

到天旱水如油，给钱无人愿意挑。”我市大英

县天保镇曾流传这样的民谣。

然而，民谣中的情景随着都江堰灌区大

英五五分干渠工程的使用而消失，当地通了

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挑水吃。

天保镇的改变不仅是遂宁水资源短缺的

生动体现，更是我市高位推动节水治水、实

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面对“水荒”的切身之痛，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不但将节水型城市建设纳入遂宁

绿色发展战略，还将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和

海绵城市建设纳入政府工作目标，坚持体制

机制创新并举，构建节水制度体系，健全节

水管理体制，完善水资源价格机制，全面推

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

用、节约和保护。

随着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的深入推

进，我市节水管理水平不断提升，2016 年、

2017 年自备水供水量占城市供水总量的比

例分别为 3.48%、2.74%，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水回用为城市“解渴”

初秋时节，斗城气候宜人，观音湖湿地公

园水清见底，飞鸟不时从水面掠过，犹如一

幅美丽的画卷。

昔日的观音湖支流明月河“臭水沟”，如今

已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正因为有了观音

湖，这座城市才有了灵性。然而，观音湖中流

淌着的河水，是在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中水。

中水是指城市污水和废水经过净化处

理、水质改善后达到国家城市杂用水标准、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非饮用水，又

叫再生水，可用于城市绿化、道路清洁、汽车

冲洗、卫生冲厕等。

（下转04版）

因水而兴 人水和谐
——遂宁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综述

刘云带队到社区开展“保护环
境 你我同行”志愿服务活动时要求

共同保护社区环境
带动形成文明好风气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月梅） 昨（11）
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云带领市

人大机关干部职工，来到灵泉街道办事处香

山路社区，开展“保护环境 你我同行”志愿服

务活动。

在香山路社区，刘云一行察看了涪江河畔

小区、香山街道路施工现场、社区便民服务站、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刘云对香山路社区环境

治理成效表示肯定，并叮嘱街道办事处及社区

要建立健全社区环境长效治理机制，营造管理

有序、环境宜人的社区环境；要积极倡导文明

行为、文明风气，引导社区群众共同保护社区

环境，共建文明社区；要加快建设施工进度，确

保社区道路施工在全国文明城市复检前完成。

座谈会上，刘云一行听取了河东新区管

委会、灵泉街道办事处、社区及社区志愿者有

关社区环境治理及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检情

况的汇报，深入了解志愿者工作所面临的困

难并探讨解决方法。刘云指出，社区志愿者

为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既是建设者，也是受益者，希望志

愿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遂宁迎接全国文

明城市复检贡献力量，带动形成文明好风气；

河东新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在治理

社区时，要多从居民的角度想问题，切实解决

居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只有这样，社区治理

才会更具人性化，群众也才会更加支持社区

环境治理；要加大宣传，营造人人文明的和谐

氛围，确保社区环境治理及迎接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取得新成效。

一篇热文引爆网络
绿色遂宁引惊叹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一帆） 昨（11）
日，由遂宁日报报业集团策划出品、市政府官

方微信遂宁发布推出的微信《哇，遂宁！》成为

网络爆文，新华社客户端在第一时间以《巴蜀

山水间 绿色遂宁城》为题对内容进行了转载。

截至当日 22 时，内容发布 10 个小时后，仅遂宁

发布一个平台的阅读量就已近 8 万人次，新

华社客户端阅读量达到 29 万人次，全网总阅

读超过 73 万人次。

《哇，遂宁！》分为人文流韵、生态醉美、活

力繁盛三个篇章，全文用散文式的文字、155
张美图讲述了跨度上亿年的遂宁故事。故事

中既有遂宁的前世今生，也有遂宁的光荣与

骄傲，更有遂宁的追求与梦想。因此有网友

将其称为了解遂宁的“史诗级”美文。

截止截稿，文章共得到各类评论 400 余

篇。文章除受到遂宁籍网友的热情转评外，

也得到各级各地新闻媒体、在国内有较大影

响力的网络大 V 等的关注、转评。来自全国

各地的网友通过阅读、点赞、评论，表达着自

己对绿色遂宁的喜爱与认可。

遂宁即将迎接
国家节水型城市验收
考核时间: 2018年 10月 12日一 10

月 15日
联系人:高伟
联系电话: 15701217592

前8月全市纺织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2.9%

本报讯（蔡和林 全 媒 体 记 者 杨小东）
记者日前从市经信委获悉，今年 1—8 月，全

市纺织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9%，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20.6%、37.1%，全市

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国家去产

能和环保督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国内纺织服装

产业逐渐度过五年低谷期，并于 2017 年底开始

出现复苏迹象。我市经信部门积极指导纺织

服装企业抢抓机遇，争取落实中省优惠政策，

推进一批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项目，为全市

纺织产业加快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完 善 促 进 消 费 体 制 机 制 实 施 方 案（2018 － 2020
年）》（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加快破解制约居民消

费最直接、最突出、最迫切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

发居民消费潜力。

《方案》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

升级新趋势，聚焦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目标任务，强调要依靠

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积极培育重点消费领域细

分市场，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

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方案》提出了 2018－ 2020 年实施的六项重点任

务。一是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主要

包括出台实施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政策

措施，扩大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范

围，加快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办法，合理

放宽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规划预留空

间，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开展家政服务标准化试

点示范建设，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等

政策措施。 （紧转04版）

国办：培育重点消费领域细分市场

了解文章内容，请扫描二

维码。如果你也爱这座城，请

转发，让世界和你一起发出惊

叹：哇，遂宁！

昨（11）日晚，由四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主办，四

川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

人民政府承办的《大爱扶贫 携手同行——2018 年四川

省扶贫公益晚会》在船山区圣莲岛圣莲广场举行。

晚会由《合力汇聚》《攻克堡垒》《志智双扶》《走向幸

福》四个篇章组成。晚会中，2018 年四川省脱贫攻坚奖

代表一一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众多爱心企业代表积极

捐款，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扶危济困、践行友善的传统美

德。图为歌舞《人民在我心中》 范晶/文 刘昌松/图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小东）昨（11）
日，四川省 2018 年社会扶贫工作推进暨脱贫

攻坚奖表彰大会在遂宁举行。省委常委、省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省委

农工委主任曲木史哈出席并讲话。省政府副

秘书长、省扶贫移民局局长降初主持会议。

市委书记邵革军出席并致辞。省扶贫移民局

副局长骆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杨自力，市

委副书记冯发贵出席会议。

曲木史哈代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向

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奋斗在脱贫

攻坚主战场和基层一线的扶贫工作者表示

亲切慰问，向长期关心支持四川脱贫攻坚

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今年以

来，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系列新成效，

但也面临着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深度贫困

地区工作艰巨、保障性扶贫有待研究、脱贫

质量有待巩固、精神扶贫有待加强等新形

势。当前，四川脱贫攻坚已进入攻坚拔寨

的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继续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论

述，进一步聚力聚焦深度贫困地区的重点

短板，进一步凝聚整合省内外帮扶力量，坚

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硬战，为全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再立新功。要创新社会参与机

制，抓好扶贫日活动的组织动员、自愿捐赠

和各专项特色扶贫活动，戮力同心掀起全

省扶贫日活动新高潮。要抓实定点扶贫工

作，加快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步伐，加大省

内对口帮扶工作力度，加强社会帮扶工作，

深入开展扶志扶智行动，扎实抓好中国社

会扶贫网推广工作，加力加劲推动社会扶

贫工作再上新台阶。

邵革军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

协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

以来对遂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近年来，我们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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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和

省委彭清华书记来遂调研重要指示，深入

实施“万企帮万村”“万名干部走基层”“千

名委员千件实事助推脱贫攻坚”等行动，营

造了“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

为”的社会扶贫新风尚。 2018 年四川省扶

贫日系列活动暨社会扶贫工作推进会主题

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于进一步构

建社会扶贫大格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具有重要意义。遂宁将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认真学习曲木史哈常委和各位领导的

重要指示，充分借鉴各兄弟市州的经验做

法，以更加坚定的政治自觉、更加昂扬的精

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举全市之力

做好社会扶贫工作，不断提高脱贫实效，为

全省高质量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通报了四川省 2017 年扶贫日公募

资金使用情况，宣读了“2018 年脱贫攻坚奖

表彰决定”和“四川脱贫榜样评选结果”并

为获奖者颁奖，其中来自我市的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科员、健康扶贫办主

任郑栋才，四川齐全集团公司董事长童其

权，遂宁市龙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张天伦分获 2018 年四川省脱贫

攻坚创新奖、2018 年四川省脱贫攻坚奉献

奖、2018 年四川省脱贫攻坚奋进奖。遂宁

市、绵阳市、成都市锦江区、国电四川省电

力公司相关负责同志以及部分获奖代表、

企业代表、帮扶代表作了大会发言。

会前，曲木史哈、降初、邵革军等实地调

研了蓬溪县琪英菌业“扶贫车间”建设和常

乐镇拱市村能人返乡助力贫困群众增收情

况。

省扶贫日系列活动方案牵头部门（单

位）分管领导，东西部扶贫协作前方工作组

代表，21 个市（州）和 88 个贫困县党委或政

府分管领导、扶贫移民局局长，参与捐赠的

企业代表，2018 年四川脱贫攻坚获奖人员，

四川脱贫榜样代表参加会议。市领导吴相

洪、周霖临、袁超、邓为以及各县（区）、市直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四川省2018年社会扶贫工作推进
暨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在遂举行

曲木史哈出席并讲话 降初主持 邵革军致辞
骆西宁杨自力冯发贵出席会议

2018年四川省
扶贫公益晚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