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直机关“查问题、讲担当、提效

能”作风整治行动动员会召开后，市民

政局要求党员干部突出“查问题、讲担

当、提效能”主题，围绕实现抓落实“马

上办、务实干”目标，强化问题整改，让

立说立行、务求实效成为习惯，努力营

造狠抓落实、埋头苦干的良好风气。

据了解，市民政局重点围绕“六个

方面”查找问题，分类梳理具体表现，形

成整改清单，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对照

整改清单，采取领导批评、同事点醒、群

众监督等方式，指出问题要害，点出思

想根源，做到立行立改。坚持扬正气、

彰先进，及时发现表扬抓落实的先进典

型，推行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

对作风整治中发现的问题，视其情节轻

重和影响程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处理。及时总结作风整治行动工作经

验，进一步建立完善干部分析研判预警

机制、绩效考核机制、行政效能建设机

制，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等机制，确

保组织纪律约束常态长效。

（全媒体记者 侯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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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生在上》作品讨论会在蓉举行

10 月 22 日，位于射洪县沱牌镇的舍得酿

酒生态园迎来了全国各地主流媒体记者。在

长枪短炮聚焦下，这座占地 650 万平方米的

生态酿酒工业园展示了精湛的酿酒技艺，苍

松翠柏、绿草茵茵的姿态，以及舍得智慧的

深厚底蕴。

本次活动是全国 30 余家省市权威媒体

调研川酒“六朵金花”的采风，由四川中国白

酒金三角酒业协会邀请，以“大国浓香、川酒

芬芳”为主题。舍得酒业是其中第三站，也

是本次媒体团行程中所采访的拥有最大酿酒

生态园和文化国酒底蕴的川酒金花企业。此

时的舍得酒业，已经结束了两年调整，开启

了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浓香酒代表
川酒金花典范

浓香型，是中国白酒的核心香型之一，长

期以来一直主导白酒消费主流市场。川酒作

为浓香型白酒代表，酒味芳香浓郁，绵柔甘

烈，名扬海内外。

“川酒甲天下”，作为中国优质白酒核心

产区的四川，拥有气候、水源、土壤“三位一

体”的天然生态环境，为酿制纯正优质白酒

提供了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条件，孕育出

享誉全球的川酒“六朵金花”。

舍得是“中国名酒”企业和川酒“六朵金

花”之一，是第三家荣膺“全国质量奖”和第

三家在 A 股上市的白酒企业。舍得酒业“生

态酿酒”开行业之先河，高端老酒储量全国

领先，尤其是 2016 年企业成功改制以来，优

化生产，颠覆营销，品牌价值持续攀升。据

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 2018 年《中国 500 最

具价值品牌》报告，舍得品牌价值以 380.25 亿

元居品牌榜第 113 位，沱牌品牌价值以 321.95
亿元居第 152 位。双品牌价值合计超 700 亿

元，位列中国白酒行业第三。

舍得酒在川酒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数十年来，在“川酒”的盛名之下快速发

展的同时，“舍得”也在用自己的努力与智慧演

绎着“大国芬芳”的故事，丰满着“浓香帝国”的

形象，谱写着浓香白酒文化的不朽篇章！

震撼亮相
650万平方米生态酿酒工业园

媒体代表团到达厂区后，在工作人员引

领下开始了舍得酿酒生态园的体验之旅。众

人从舍得酒业的发祥地、四川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明清泰安作坊遗址出发，参观了

312 制曲生态园、10 万吨生态粮仓、51 栋生态

酿酒标准化车间、陶坛酒库、52 栋智慧包装

工场等多个代表性景点。

途中，香樟环绕，桂树飘香。舍得酿酒生态

园宝贵的历史遗产、生态系统最优的制曲生态

园、绿荫覆盖的环形万吨高位水池、充满现代智

慧的 10万吨自动化生态粮仓、数十万的陶坛储

酒等生态工业景观让媒体记者为之震撼。

舍得酒业位于酿造天然好酒的地理带，

拥有不可复制的四重酿酒生态圈（四川盆地

大生态圈——射洪亚生态圈——沱牌镇核心

生态圈——舍得酒业生态园微生态圈）。在

此基础上，舍得酒业倾力数十年打造酿酒生

态园植被生态系统，形成完备独特的植物名

录，现有各类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共 300 多

种（其中种植 150 余种，自然生长 150 多种），

植株超过 390 万棵，麦冬、沿阶草等草坪达

331909 ㎡ ，绿 化 率 达 到 98.5% ，绿 地 率 达

43.7%，绿化覆盖绿达 47.4%，厂区全面绿化。

30 多年前，舍得酒业就提出“生态酿酒”

前瞻性理念，建立起中国第一座酿酒工业生

态园。2008 年，“生态酿酒”词条正式收录进

《白酒工业术语》国家标准中，引领行业掀起

生态热潮。而今，“生态酿酒”已成为舍得酒

业酿酒权威的品质标杆。

舍得酒业
开启持续发展之路

在结束酿酒生态园的游览之后，协会组

织召开了媒体与舍得酒业的座谈会，媒体代

表团从品质、文化角度与舍得酒业进行了深入

探讨。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集团监事会主席徐宗美致欢迎辞，舍得酒业

生产中心总监龙远兵以“舍得酒的品质与文

化 DNA”为主题进行了生动而深入的讲述。

座谈会上，龙远兵从“生态酿酒”和“舍得

文化内涵与中国智慧”为切入点，精彩解读

了舍得品质的八个维度，即生态地域、生态

水源、生态酒曲、生态原粮、生态窖池、生态

技艺、生态陈藏、生态灌装；同时，与媒体记

者畅谈了舍得的文化内涵、中国智慧的内涵

以及舍得打造文化国酒的重大举措。

座谈会期间还开展了白酒品鉴互动游

戏。舍得酒业酒体中心酒体设计师、国家级

品酒师、四川省酒体设计技能竞赛第一名陈

柏蓉介绍了品酒的知识、步骤和技巧，与媒

体记者一起品鉴了舍得酒业的明星产品。

座谈会后，代表团来到舍得艺术中心参

观体验，在现代艺术的穿行中，感悟“舍得”

文化，领略“舍得”智慧。

采访结束后，一位记者表示：“舍得酒业

的生态酿酒工业园非常震撼！这两年来舍得

酒业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背后还有如此绿

色、生态、健康、低碳的酿酒工厂，加上庞大

的优质基酒储备，舍得酒业的未来可期！”

2018 年 6 月，舍得酒业改制迎来两周年，

对舍得酒业来说，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两

年。从文化融合到管理创新、从观念创新到实

践探索，舍得酒业不断颠覆自我、上下求索，提

出了“将舍得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名酒品牌”的

企业使命，确定了“传播中国智慧、打造文化国

酒”的品牌愿景，树立了尽快迈入中国白酒第

一阵营的近期目标，努力实现将舍得打造为

世界一流名酒品牌的中长期目标。

从改制之初，舍得酒业就开始全面践行

“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走出一条“文

化国酒”的辉煌之路。

舍得酒业打造自主文化 IP——以酒为媒

的大型诗乐舞剧《大国芬芳》，于今年 3 月在

成都完成首演，并于今年 9 月迈出国门，在美

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洛杉矶成功巡

演，向世界传播中国酒文化之美；9 月 30 日，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舍得酒加州上市发布会”，

再次发起从中国名酒到世界名酒的冲击。舍

得酒业以创新全球化的视野，与凤凰网等主流

媒体联手打造的大型高端 IP《舍得智慧讲堂》，

构建了与消费者互动交流的品牌阵地，截至目

前，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 8 亿次；打造的世界

一流的酒文化体验中心“舍得艺术中心”，正在

迅速成为最具实力的中国酒文化推广平台。

此外，通过酒文化博物馆等行动，大力传播

中国酒文化，提升文化自信。

在自有 IP 的基础上，舍得酒业全面践行

“中国智慧”品牌价值，走进达沃斯论坛、欧

洲科技经贸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绿公

司年会、陆家嘴金融论坛、中国管理·全球论

坛、中国科学家论坛、SAIF 金融 E 沙龙等金

融科技会议与苏宁易购、爱奇艺等大型平台

强强联手，达成战略合作……聚焦金融、科

技、文化、创新，舍得酒业立足高端平台向世

界传播“中国智慧”，面向世界推动中国文

化，塑造“文化国酒”的辉煌品牌。

在两年调整结束，三年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之路开启的时期，舍得酒业以励精图治的

雄心踏上了全新征程。只要走在正确的方向

上，同心同德，务实发展，舍得酒业的未来可

期！ (全媒体记者 陈颖 )

“走进浓香帝国”
全国主流媒体代表团探秘舍得酿酒生态园

为实现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

变坏的目标，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

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国务院《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以及《遂宁市城市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市城区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遂宁市中环线以内区域和西

部物流港建成区域，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任何时间燃放烟花爆竹。

二、广大市民应当自觉遵守本通

告规定，不在禁放区域内燃放烟花爆

竹。

三、在禁放区域内举办焰火晚会

或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主办单

位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行政许

可。

四、在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五、对未经许可在禁放区域内举

办焰火晚会或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

动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对

责任单位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六、禁放区域所在地县（区）政

府、市直园区管委会及所属镇（乡）政

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工作的宣传和管理。

七、涉及烟花爆竹管理的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非法

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烟花爆

竹的行为。

八、本通告所称烟花爆竹，是指烟

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

用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物品。

九、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

市公安局负责解释。市政府原有规定

与本通告不符的，以本通告为准。

特此通告。

遂宁市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5日

近段时间，市民政局组织固定人员，

定期不定期对各科室、直属事业单位进行

督查暗访，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使民政系

统干部作风再提升，让干部职工不做“懒

汉”做“勤快人”。

“民政工作是民生保障的最后底线，

没有过硬作风拿什么来守？”市民政局办

公室主任田贵凡说，市委开展作风整治，

就是要让“懒汉”无所遁形。市民政局作

风整治工作紧扣市委提出的整治重点，对

政策和基层情况了解不清的，扎实调研、

吃透情况；对工作执行不力的，加强督导、

严格考评；对办事推诿拖拉的，强化考评、

适时通报；对“各自为政”的，加强教育、形

成合力；对能力不高的，针对培训、提升能

力；对服务不优的，督促改进、提升水平；

对执纪不严的，加强惩戒、严肃问责；对

机制不全的，对标梳理、健全完善。

督促民政干部职工做“勤快人”作风
整治

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遂府通〔2018〕2 号

作风整
治举报平台
二维码

10 月 31 日 上 午 ，

市 民 政 局 办 公 室 ，现

场 办 公 井 然 有 序 ，公

文加紧运转。“前段时

间单位还组织大家有

针 对 性 地 学 习 了《关

于市环督办公文运转

有关问题的通报》，为

作风效能建设敲响了

警钟。”说起这次市直

机 关 作 风 整 治 行 动 ，

办公室副主任胡海平

坦 言 带 给 她 很 大 变

化 ，现 在 不 心 勤 、眼

勤、耳勤、手勤，就很

容易掉队。

抓出长效常态 形成良好工作作风

坚持督查暗访 让“懒汉”无所遁形
本报成都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厚

均）10 月 30 日，我市大型廉政川剧

《苍生在上》作品讨论会在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熊隆东出席讨论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涂虹主持。

该剧以我市清代著名廉吏张鹏

翮治河为背景，以其为民担当为主

线，通过借粮、拆坝两个故事，充分

展示了张鹏翮敢作为、愿担当、守廉

洁的高尚品格。讨论会上，艺术家、

评论家畅所欲言，围绕《苍生在上》

的题材选择、情节设置、艺术创作及

下步如何完善提升等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并认为，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中

央、省委关于深入挖掘保护历史文化

名人资源，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号召，打造了《诗酒太白》

《燕归》等著名川剧剧目，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锻炼提升川剧队伍等方面

作出了有益探索和贡献。希望《苍天

在上》团队精益求精，进一步完善提升

作品创作，打造精美川剧。

讨论会认为，传承和发扬遂宁历

史文化，推动川剧文化走向新的辉

煌，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理念，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积极

弘扬主旋律、正能量，以顺应民心的

作品，打造精彩川剧。要用好遂宁历

史文化名人资源，继续加大对川剧等

传统文化的扶持力度，锤炼文化队

伍，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市，

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贡献力量。

本报成都讯（全 媒 体 记 者 蔡志
凌）10 月 30 日，四川省 2018·市（州）

长农产品品牌推介活动在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城举行，来自全省 21 个市

（州）的市州长们甘做金牌推销员，

为优质农产品代言，为推进和打造区

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助阵。副市长邓

为率遂宁鲜等企业参加推介会。

推介会上，情景剧《舞动遂宁鲜》

首次亮相，惊艳全场。剧目再现了古

老遂州的民俗文化和农贸文化，将沱

牌舍得酒、524 红苕、高金猪肉等优

质农产品有机融入其中，浓郁的地方

特色和乡情乡韵，赢得了全场高度认

可。剧终后，邓为声情并茂地向全场

推介了遂宁鲜区域公用品牌和产品，

赢得了评委极高的支持率，最终遂宁

鲜以高票夺冠。

推介会上，省农业厅公开推介

并 授 牌 2018 年 度 四 川 省 农 产 品 优

秀区域公用品牌、2018 年度四川省

优质品牌农产品。我市射洪县的金

华清见、安居区的塘河沙田柚荣获

2018 年度四川省优质品牌农产品。

524 红苕、高金食品、蜀珍柠檬、舍

得酒、塘河沙田柚等参展企业还获

得市场青睐，共签订 1.2 亿元电商大

单。

遂宁鲜在四川省农产品
品牌推介活动中夺冠

（紧接01版）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抓

好责任分解、考核和源头管理，各行

业主管部门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

首要位置。要突出重点领域，聚焦建

筑施工、水陆运输、人员密集场所等

重点部位，持续深入开展整治行动，

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

故。要加强督查问责，做实做细安全

生产履职台账，做好安全生产党政同

责考核，倒逼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迎接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专题会

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即将

进驻四川，既是对前期环保问题整改

情况的“工作检阅”，也是再次对生

态环境保护认识的“思想检阅”，各

级各部门要以更高的站位看待督察，

严肃认真对待中央环保督察，把各项

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要把握重

点，聚焦砂石整治、工业园区规划环

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面源污

染整治等重点领域存在的问题，采取

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整改措施，做

到点面结合、标本兼治、系统发力。

要注重细节，以过硬的作风迎接督

察，系统性思考工作，特别是在各项

软件资料准备上要做到精准、精细。

要做好迎检准备和服务工作，以良好

的氛围保障督察。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遂宁市

“ 厕 所 革 命 ”实 施 方 案（2018-2020
年）》，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此德，

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晖、袁超，副市长

邓为、徐承、袁冰、罗孝廉、雷云，市政

府秘书长付勇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

席冉义以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

市政府监察员应邀列席会议。

（上接01版）
在勾勒出绿色底线的同时，我市

健全了绿线管制制度。在遂宁，公园

绿化用地面积应当占到公园占地面

积的 70%以上，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按规定的绿地指标实施园林绿化建

设，并与项目建设同时纳入计划、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划定的城市绿线和落实绿线管理的

各项具体措施，要通过市规划局网

站、新闻媒体和现场展板等形式向社

会公示，主动接受广大市民监督。

截至 2017 年底，我市城市建成区

绿化覆盖面积 3116.79 公顷，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 38.7%；建成区绿地面积

2670.24 公顷，建成区绿地率 33.16%；

城市公园绿地面积 636.60 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1.56 平方米。

管养并重 打造生态集约园林
在遂宁的街道、城市中心随处可

见被挂牌保护的古树名木，各类建设

项目在开工时都将对其尽量避让。

多年以来，我市未发生破坏古树名木

的恶性事件，市城区 223 株黄葛树、

银杏、桢楠、柏树等古树名木全部得

到有效保护，保护率达 100%。

为确保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规

范化，我市先后出台《遂宁市城市园

林绿化管理办法》《遂宁市城市绿线

管理办法》《遂宁市城市蓝线规划管

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并制定《遂宁

市道路绿化建设导则》《遂宁市城市

建设项目配套绿地管理技术规定》等

技术标准，形成以规划定方向、以标

准定规范、靠制度强管理的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管理体系。

坐拥源自天然的山水城市格局，

遂宁将城市中的山、水、岛、镇、寺等

元素与绿色相融，形成一幅幅动人的

画景。通过大力推行立体绿化，墙面

绿化、阳台绿化、棚架绿化，增加城

市绿感，屋顶绿化、庭院绿化、边坡

绿化，增大城市绿量，也让遂宁这座

“山水之城”更加绿意盎然。

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我市加大了

对园林绿化的养护力度。2015 年以

来，我市部分辖区先后实施园林绿化

养护管理购买公共服务，目前共有 4
家公司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专业养

护和管理服务。

免费开放 提升市民幸福指数
园林绿地带来的“绿色福利”不

仅体现在持续增加的数量上，更直接

体现在市民的切身感受中。我市现

有的 26 个城市公园，全部免费开放。

“十三五”以来，我市先后实施观

音湖圣莲岛湿地公园、西山森林公

园、明月公园、明月路景观改造工程

等新建、改造项目，完成投资 14.9 亿

元；正在实施滨江南路湿地公园水生

态修复、滨江北路湿地公园水生态修

复等项目，概算投资 16.1 亿元。这些

项目对于提升我市城市形象、改善人

居环境、丰富城市生态功能等具有重

要意义。

目前，我市已将公园管理纳入城

市园林绿化日常维护管理范畴，公园

规范化管理率达 100%。自 2008 年

“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我市已建成

五彩缤纷公园、观音文化公园和滨江

公园 3 个防灾公园，建成应急避险公

园绿地 40处，均按防灾等级配套应急

避险设施，安装标识标牌，完善供水、

供电、通讯、消防和公厕等基础设施，

防灾公园服务半径达到 2000米，临时

避险绿地服务半径达到 1000 米，紧

急避险绿地服务半径达到 300 米，为

群众提供防灾避险场所，公园绿地应

急避险场所实施率达 72.8%。

随着城市绿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如今的遂宁处处充满生机，山水之城

绽放无穷魅力。

文化为根 山水为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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