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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3 月

22 日上午，市委书记邵革军在深圳考察欢乐

海岸文化旅游项目时强调，要学习借鉴欢乐

海岸项目的先进理念和宝贵经验，高水平规

划建设城市文化旅游项目，推动遂宁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处深圳湾商圈核心的欢乐海岸占地面

积 125 万平方米，项目以“海洋文化”为主题，

秉承着生态环保理念，开创性地将主题商业

与滨海旅游、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融为一体，

涵括零售、餐饮、娱乐、办公、公寓、酒店、湿

地公园等多元业态，汇聚了国内首家高端商

业文化创意展示中心、首个高端餐饮娱乐水

岸街区、首个大型多媒体水秀剧场等独特商

业项目，真正实现了独一无二的“商业 +娱

乐+文化+旅游+生态”的全新商业模式。

考察中，邵革军与欢乐海岸项目负责人

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和

运营等情况。他指出，欢乐海岸项目定位准、

气魄大、标准高，用生态理念将文化、休闲、餐

饮、酒店、地产和商业等多元业态进行深度融

合，不仅打造出一个大型都市娱乐、生态旅游

胜地，也营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空

间。遂宁区位优势独特，生态环境良好，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

源丰富。当前，遂宁正大力发展壮大文化旅

游业，加快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特色康养和休

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遂宁将学习借鉴欢乐海

岸项目的好经验、好做法，并紧密结合遂宁实

际，创造性地应用到文旅产业发展相关工作

中去，为加快推动四川由文化旅游大省向文

化旅游强省跨越贡献力量。

市领导袁超、陈伐参加考察。

邵革军在深圳考察欢乐海岸文化旅游项目时强调

学习借鉴先进理念和宝贵经验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颜朝辉） 3 月 22
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云参加

会议。

会前，参会人员集中学习了《宗教事务

条例》。

会议学习贯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参加有关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要

及时传达学习全国人代会精神，通过理论中

心组、专题学习、辅导报告等多种方式抓好

学习宣传贯彻。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遂宁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

中期评估报告》《遂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标调整方案》。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

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落

实固定资产有效投资，加快推进重点区域

和重大项目开发建设；持续深化“放管服”

“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改善营商环境；

加强创新社会管理，深入推进公共教育、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与有效供给，确保“十三五”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贺武，副主任

戴见明、昝中国、李孝富、施瑞昶、成斌，秘

书长张向福出席会议。副市长袁冰，市政协

副主席刘枫，市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市人大

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

会议。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

按照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

省委第四巡视组从 2019 年 3 月 5 日起对遂

宁市开展巡视。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巡

视组主要受理反映遂宁市市级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

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

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系

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按照分级

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被巡视单位和有关

部门处理。干部群众如有举报和反映问题

的，可通过电话、意见箱或邮箱等渠道与巡

视组联系。

一、巡视组值班电话：15828373586（每天

受理电话的时间为 8:00—20:00）
二、电子邮箱号码：scxs4z@sina.com
三、免费邮政信箱：遂宁市 2号信箱（船山

区西山北路 260号遂宁市邮政局）

四、意见箱设置地址：
1 号意见箱：河东新区灵云路 1 号（河东

新区群工局外）

2 号意见箱：兴文路 303 号（富源路办事

处门口）

3号意见箱：遂州中路 94号（商务区口子

遂州商场人行天桥下）

4号意见箱：北固西路 83号（北固乡政府

门口）

5号意见箱：盐关街123号（船山区信访局旁边）

五、信访接待点地址：河东新区紫竹路

“遂宁市体育中心”北大门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
2019年3月5日

中共四川省委第四巡视组公告

按照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省委组织

部选人用人巡视检查组从 3月 20日起，对遂

宁市本级、船山区和安居区开展选人用人巡

视检查，时间约 20天。巡视检查主要内容，

一是上一轮巡视检查以来的选人用人工作

情况，着重检查党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执行干部选拔任用

和管理监督政策规定、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纪律和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等方面是否存

在违规违纪问题，以及蒲波严重违纪违法案

“以案促改”专项整治、专题教育开展情况，

中央、省委巡视反馈选人用人问题整改、“三

超两乱”专项整治情况等。二是领导干部担

当作为情况，着重检查领导干部在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改

革和攻坚克难、发展和改善民生、推动工作

落实、化解矛盾应对危机、履行管党治党责

任等方面是否存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巡

视检查期间，根据工作需要还将抽查有关市

直和县（区）直单位。

现将巡视检查组联系方式函告，违规

违纪选人用人问题以及有关市管干部和

县（区）管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请及时

向我们反映。

电话：15828373586 邮箱：scxs4z@si⁃
na.com

省委组织部选人用人巡视检查组
2019年 3月 20日

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告知书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李佳雯） 3 月 23
日，“第 34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活

动开幕式在遂宁远成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

次大赛以“创新·体验·成长”为主题，由四川

省科学技术协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四川省体育局、

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妇女联合会、遂宁市

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青少年科技中心、遂宁

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四川省青少年科技教

育协会、遂宁市绿然国际学校协办。四川省

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毛大付，遂宁市委常

委、副市长、遂宁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罗晖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开幕式上颁发了“特别贡献奖”，遂宁市

科学技术协会、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遂宁

绿然国际学校获奖。同时还为来自凉山州

布拖县和甘孜州乡城的参赛师生颁发了科

技活动资源包。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研

究员徐颖做了以“导航定位发展简史——你

不知道的导航那些事儿”为主题的演讲。

毛大付指出，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是全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青少年科技

创新实践成果展示和交流盛会，是开展素质

教育和创新教育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努力为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先行省、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智慧

和力量。

罗晖提到，希望广大青少年热爱祖国、

热爱科学，树立勇攀高峰的卓越志向，努力

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希望广大科学

教师、科技辅导员当好孩子们实现“科学梦”

的引路人，当好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的“守

望者”；希望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科技创

新活动，共同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

围。

据悉，本届大赛共收到 21 个市（州）择优

选拔的 1620 项创新项目，这些作品集中展示

了我省青少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新进展，反

映了我省青少年科技教育的新特点。

第 34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

相关报道详见02版

■本报评论员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提出，坚

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增强科技创

新引领作用，提升支撑平台服务能力，为加

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实保障。成立并加快建设遂宁高新区，

大力建设创新创业积聚区，正是我市加速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际举措。

大力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就是要坚持

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持续完善创新平台。

高新区要以产业园区平台为载体，整合各类

要素资源，加速积聚各类创新资源，不断增

强创新能力，努力成为全市补齐创新短板、

加快创新发展的“引爆点”，培育创新发展新

引擎。坚持把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改革

步伐，在机制体制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

快构建权责明晰、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努力成为充满活力的新机制新体制

试验区，全面激发创新创意创业创造活力。

大力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就是要充分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断壮大创新主

体。要夯实企业创新平台，激发企业创新内

在动力，形成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要突出创新企业、

创新人才、创新平台“三个重点”，打通军民

融合、科技与市场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

个通道”， （紧转02版）

大力建设创新创业集聚区
——四论推进遂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发展

3 月 20 日，在蓬溪县新会镇骡埝村丹参种植产业园内，到处是丰收的

景象。据了解，该村采取农专社带动农户、村集体、业主三方的合作模式，

种植丹参 150 余亩。通过这种模式,村民（贫困户）个人年平均增收 600 元

以上，村集体经济增收 3 万元。 全媒体记者 王令/摄

四川日报讯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试行）》，

要求全面推动构建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既防止亲而不清、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行贿

受贿，又防止清而不亲、为官不为、懒政怠政、拒商远

商，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营商环境，服

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结合我省实际，《意见》从支持政商积极交往、厘

清政商交往边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廉洁从商

氛围、强化监督保障措施等 5 个方面就如何推动构建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出要求。

支持政商积极交往，首先要健全联系机制。要细

化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

制度，每半年至少召开 1次座谈会、到企业和行业协会

（商会）现场调研 1次，听取意见建议。要建立面向企业

的政府决策咨询制度。注重发挥市场监管职能部门作

用，完善省、市、县三级企业维权投诉集中受理、限时办

结和及时反馈工作机制。其次要优化政务服务。加快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民营企业提供“马上办、网

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高效服务。 （紧转02版）

我省印发意见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建立健全公职人员政商交往“负面清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3 月 24 日

晚，市“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省“大棚房”问

题有关会议精神及最新的政策要求，安排

部 署 当 前 我 市“ 大 棚 房 ”问 题 清 理 整 治 工

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邓正

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政策标准、压紧

压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确保整治整改任

务按时全面完成。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大棚房”问题有关会

议精神及最新的政策要求。各县（区）政府、

市直园区管委会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汇报了

“大棚房”整治工作。

邓正权强调，“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

作已进入攻坚期，是当前重要的工作任务，各

级各部门务必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政

策标准、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工作措施，确保

整治整改任务按时全面完成。各县（区）、园

区必须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不折不扣

执行政策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在 3 月 27 日前

拆除复耕到位。要再清理、再整改，坚决杜绝

“大棚房”问题漏报、清理排查质量不高等问

题发生。要明责任、加压力，按时保质完成整

治整改，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责任、

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各县（区）政府、市直园

区管委会要落实好主体责任，负责辖区内“大

棚房”问题整改；市自然资源规划、农业农村

等相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确保顺利通过

省验收销号。

邓正权特别强调，“大棚房”问题整治整

改面宽量大，触及的利益群体复杂，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吃透政策，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扎

实做好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及时高效

处理群众信访投诉，切实做到问题整改、信访

维稳两不误、两促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

市领导周霖临、雷云，市政府秘书长付勇

参加会议。

邓正权在市“大棚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坚持政策标准 强化工作措施
确保整治整改任务按时全面完成

丰
收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