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战2019·遂宁故事

强力实施脱贫攻坚强力实施脱贫攻坚
加快推进全面加快推进全面

社 长：骆常非 总编辑：邓正强 值班副总编辑：宁云峰

中共遂宁市委机关报 (遂宁日报社（遂宁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总第7454期

今日 版4

2019年5月

10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四月初六

本期值班编委：陈刚 一版责编：李志 编辑：王春艳 组版：杨洋 遂宁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5.8 空气质量指数：50 空气质量级别: 一级 空气质量状况:优 首要污染物:无

广告 广告

四川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12 月 3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四川省第一轮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

针对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统筹安排专项

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督察组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向四川省委、省

政府进行反馈。督察组组长黄龙云通报督察

意见，省委书记彭清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

记、省长尹力主持反馈会。督察组副组长刘华

及有关人员，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

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督察认为，四川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督察整改工作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全面部

署，持续推进，整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

效。

第一轮督察以来，四川省多次召开省委常

委会议、省委专题会议和省政府常务会议部署

推动督察整改工作；党政主要领导 20 余次赴

现场检查调研，指导推动督察整改工作；将目

标 绩 效 考 核 中 生 态 环 保 权 重 从 2017 年 的

13%，提高至 2018 年的 16%，并对考核排名后

五位的市（州）和省直部门实施约谈；就存在

的突出生态环境损害问题问责党政领导干部

1785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871 人。

着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力推进污

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和发展绿色低碳循环

经济“五大行动”，持续将成都平原大气污染

防治作为全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深入实

施减排、抑尘、压煤、治车、控秸“五大工程”，

2018 年成都平原大气环境质量同比得到明显

改善；持续加强沱江、岷江流域水污染防治，

建成 73 座污水处理厂和 1280 公里污水管网，

流域水质创近年来最好水平。

第一轮督察以来，省委、省政府已先后制

订 6 个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改革方案，修

订出台环境保护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条例等法规；将全省 30.5%的国土面积划为生

态保护红线范围。投入 3.4 亿元推进川西高原

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投入 1.2 亿元治理岩溶

400 平方公里，完成九寨沟地震震损草地恢复

及退化草地改良 11.7 万亩。设立大熊猫国家

公园，加强以大熊猫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和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

四川省高度重视此次“回头看”工作，边督

边改，立行立改，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题。截至 2019 年 3 月，督察组交办

的群众举报问题已基本办结，其中责令整改

1956 家；立案处罚 716 家，罚款 1350 万元；立案

侦查 13 件，拘留 8 人；约谈 219 人，问责 249 人。

督察指出，四川省督察整改工作虽然取得

重要进展，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思想认识和推

动落实上还有差距，部分整改没有达到预期效

果，甚至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

等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还不到位。

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站位不高，对生态环

境保护，特别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督察整改

工作要求不高、抓得不紧，部分整改任务进展

滞后，督察组交办的一些群众举报问题查处不

力，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内江市委、市政府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

后、质量不高等问题重视不够，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和威远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均未按期建成

投运，11 条黑臭水体治理无明显进展。 2018
年 1 月至 10 月，全市沱江流域 24 个监测断面

有 14 个水质不达标，威远河罗家坝断面至破

滩口断面水质由Ⅲ类降至劣Ⅴ类。

绵阳市及安州区原定于 2018 年底前全部

消化历史堆存的磷石膏，实际消减不到 20%，

目前仍堆存约 210 万吨。堆场“三防”措施不

到位，渗滤液和冲洗废水未经处理直排。安州

区天明磷化工、启明星磷化工等黄磷企业长期

违法生产，污染十分严重。绵竹市磷石膏“产

用平衡”整改任务未按期完成，新市工业园区

内龙蟒磷化工、三佳饲料等企业违规处理生产

废水，偷排磷石膏渗滤液，磷石膏堆场周边地

下水总磷浓度最高超过地表水Ⅲ类标准 569
倍。

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整改过程中打折扣、搞

变通，降低整改要求。攀枝花市擅自取消整改

方案明确的工作任务，对运行不正常的污水处

理厂整改缺乏阶段性目标，同时未按要求对全

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明确具体时限，甚至还擅

自放宽攀钢集团所属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

在自然保护区违法生产活动的整改时限，导致

生态破坏严重。

一些地方对群众环境举报重视不够，上面

不督促，下面办理不认真、不彻底。群众反映

的西昌市马道大山坡废旧回收市场违规回收

废旧电池、电瓶问题，西昌市在未落实整改要

求情况下，即于 2017 年 11 月向凉山州政府上

报整改完成，凉山州未经核实即于当日向省政

府上报整改完成。自贡市沿滩区九洪乡莲花

垃 圾 处 理 厂 严 重 环 境 污 染 问 题 ，自 贡 市 于

2018 年 8 月上报整改完成，但此次督察发现，

该处理厂仍积存约 4.5 万立方米垃圾渗滤液，

且部分渗滤液违规处置，导致周边地下水和沱

江受到污染。

二是整改责任落实不力。

攀枝花市督察整改实施方案及部门职责

划分文件职责交叉，边界不清，导致住建、水

务、城管等部门相互扯皮，推卸责任，全市应

于 2018 年建成的 25 个污水处理项目，至“回头

看”时仍有 18 个未开工。广安市经开区管委

会和前锋区政府在代市镇至园区污水处理厂

之间管网维护管理上，相互推诿扯皮、互不承

担职责，管网破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工作不力，部分

市（州）存在“等靠要”思想，甚至擅自放松整

改要求，全省应于 2018 年完工的 544 个城乡生

活污水处理项目，至“回头看”时仍有 190 个尚

未开工；160 个虽已开工但无法按期建成投

运。第一轮督察指出的 88 个运行不正常的污

水处理厂，仍有 27 个整改不到位。水利部门

推进落实不力，全省上报已完成生态流量下泄

措施的 971 座小水电站，仅有 140 座按要求安

装了在线监测设施，且多数未与管理部门联

网，无法有效监控下泄生态流量。

内江市在 2017 年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目标

考核中，未按规定对第一轮督察被移交问责的

威远县进行扣分，该市东兴区在 2017 年环境

保护目标考核中排名倒数第一，并被内江市委

约谈，但“四大班子”一把手年度考核均为优

秀。

三是敷衍整改问题依然存在。

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抓得不紧，下的真功

夫不够，甚至存在侥幸心理，导致相关整改措

施难以落地。宝顶沟、草坡、卧龙等国家级或

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际并未按要求整改到位，相

关市（州）、县林业部门工作不实、审核不严，

省级林业部门督促指导不力。宜宾市长江珍

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

内 17 艘餐饮趸船没有依法取缔到位，现场检

查时 5 艘正在运营。

全省 192 个应于 2018 年建成的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截至“回头看”时仍有 77 个尚未开

工。阿坝州应于 2018 年完成的 18 个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截至“回头看”时仍有 15 个尚未开

工；南充市南部县东坝镇、巴中市南江县元坝

镇等 6 个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不到位，对周

边地下水和农田造成污染； （紧转02版）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四川省反馈“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

本报北海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
5 月 8 日—9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率遂宁

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北海市考察，落实

川桂两省区加强全方位交流合作、共同

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系列部署，进

一步推进双方常态化合作，促进优势互

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两地举行了北

海·遂宁经济社会发展交流座谈会。北

海市委书记王乃学陪同考察，北海市委

副 书 记 、市 长 蔡 锦 军 出 席 座 谈 会 并 讲

话。市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

记冯发贵出席有关活动。

8 日，代表团先后前往北海市委党

校、北海工业园区、惠科产业园、铁山港

公用码头、斯道拉恩索（广西）浆纸有限

公司、金海湾红树林、北海老街，学习考

察重点产业布局、对外开放合作、基础设

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北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特

别是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培育发展新动能、生态文明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代表团留下了深

刻印象。

9 日上午，两地举行北海·遂宁经济

社会发展交流座谈会。邵革军、蔡锦军

分别讲话，介绍了遂宁市、北海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并就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实

现共赢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邵革军说，北海和遂宁虽远隔千里，

但文化相通、人缘相亲、产业相关，两地

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北海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是中国西部地

区唯一列入全国首批 14 个进一步对外开

放的沿海城市，也是西部唯一同时拥有

深水海港、全天候机场、高速铁路和高速

公路的城市。近年来，北海市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定位”新

使命、“五个扎实”新要求和打造向海经

济的新任务，加快建设富强、开放、生态、

文化、幸福新北海，实现了经济发展质量

“好”、产业推进力度“大”、开放合作水平

“高”、综合环境品质“优”，值得遂宁学习

借鉴。

邵革军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陆海

新通道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北海和

遂宁作为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双方合

作交流基础坚实、前景广阔。希望两市

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超前的思路、更

加务实的举措，推动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携手打造川桂两地市际合作的新典范。

一是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合作，积

极打通遂宁通往北部湾的出海货运通

道，畅通高速公路网络，推进港口联动发

展，实现江—铁—海联运班列化运作，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二是加强现代物流

发展合作，重点在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城

市方面增进合作，共同打造面向东盟等

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运输、冷藏、

配送一体化冷链物流服务体系。三是加

强产业协作发展， （紧转03版）

遂宁市党政代表团赴广西北海市学习考察

深化合作 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携手打造川桂市际合作新典范

邵革军王乃学蔡锦军冯发贵出席有关活动

近年来，射洪县沱牌镇白石

村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白

萝卜种植，并结合市场需求，推行

“订单种植”模式。目前，白石村

根据不同季节种植萝卜、玉米、菜

椒、苦瓜等蔬菜，面积达 1000 亩，

实现人均增收 5000 元。图为 5 月

3 日，村民在田间收获萝卜

全媒体记者 刘昌松 摄

市政协主席会议视察我市天府旅游名县创
建工作情况

助推文化旅游开放化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5 月 9 日，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刘德福率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视察我市天府旅游名县

创建工作情况。

在大英县浪漫地中海项目，视察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和

实地查看，详细了解了该项目的建设情况。据了解，浪漫地

中海旅游度假区规划面积 1 万余亩（含水域面积），投资总额

100 亿元，系省级重大旅游项目。目前，项目的泰坦尼克号

船体正实施第七层船体焊接；人造天空沙滩海滨浴场三层模

板铺设已完成，今年底前将对外开放。

视察组一行还来到大英县丝路环球文旅城项目、卓筒井

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和船山区龙凤古镇实地查看。大家一致

认为，天府旅游名县的创建，将推动我市文旅经济发展，提

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察组强调，要统筹资源，加快

遂宁文化旅游“走出去”；要强化规划，巩固和扩大核心客源

群体；要借力借势，助推遂宁文化旅游开放化发展；要智能

引领，补足服务和基础设施短板。

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席蒋志明，市政协副主席

胡家正、周通、冉义、谢炯、周华，市政协秘书长刘锋华参加

视察。

邓正权会见中国国际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志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梁界波）5 月 9 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邓正权会见了来遂考察的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局主席陈志鸿一行。

邓正权对陈志鸿一行莅遂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并向陈志

鸿介绍了遂宁的市情、区位优势及产业发展情况。邓正权表

示，遂宁地处成渝中心，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遂宁

绿色发展优势不断呈现，文旅、现代物流、电子信息产业、锂

电新材料、油气化工产业发展迅速，全市经济发展潜力巨

大。热忱欢迎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来遂投资发展，并

将为企业在遂发展提供优良的政务服务环境。

陈志鸿介绍了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的产业布局

打算及来遂考察的目的。他表示，遂宁绿色发展令他印象深

刻，遂宁坚持推动绿色发展与中国国际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发

展理念相契合，希望公司与遂宁在推动乡村振兴、加速城乡

融合等方面加强对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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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会见。

5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于 5 月 15 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并出席有关活动。

据了解，此次大会主题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

运共同体”，包括开幕式、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

亚洲文明周活动四大板块，涉及相关活动 110 多项，充分

展示亚洲文明的多彩魅力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大会邀请了柬埔寨、希腊、新加坡、斯里兰卡、亚美

尼亚、蒙古国等国家领导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

组织负责人出席大会。亚洲 47 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

家的政府官员和文化、教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

域的代表共计 2000 余人将参加大会开幕式和分论坛。

大会将在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基础上，发布有关会

议文件，展示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同时，在媒体、智

库、旅游、影视、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将签署一系列多

边双边倡议、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果和研究报

告，拿出落实会议成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务

实措施。

（新华网）

习近平将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