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到九莲洲生态湿地公园，踏青赏花晒
太阳，感受春意盎然；夏天，去圣莲岛世界荷花博
览园，赏十里荷花，观湖光城色；秋天，游龙凤古
镇，远离城市喧嚣，品味悠闲韵味；冬天，逛中心
商业区，品美食、看电影，享受购物之趣……船
山，步步皆景，四季皆宜，全域旅游驶入发展“快
车道”。

近年来，船山区认真践行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以建设“观音文化城、心灵度假地”为目标，以“文
旅 ”为统揽，全力建设中国观音文化体验区和成
渝休闲度假首选地。2018年，全区接待游客 176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5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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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广告

新华社北京6月 16日电 在光明日报创刊 70 周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同

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 年来，光明日报自觉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团结、联系、

引导、服务知识界，在政治建设、理论创新、道德引领、

教育启迪、文化传播、科学普及等诸多领域，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光明日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坚守思想文化大报的定位，坚持守正创新，构建全

媒体传播格局，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上不断作出努力，传递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

殷切期待和热情关怀，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 （紧转02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光明日报创刊 70周年强调

坚持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
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坚持规划引领
着力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今年端午期间，绵阳市民冉云带着家人在遂宁市船山区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第一天，来到龙凤古镇。上午漫步古

镇，吃一碗窝子凉粉，买一袋观音素麻花，感受古镇沉积千年

的文化底蕴；下午去龙凤文创园，泡温泉、品咖啡、尝美食，3
岁的儿子玩得不亦乐乎；晚上入驻文创园鸟巢民俗，体验恬静

的休闲生活。第二天，去九莲洲生态湿地公园、圣莲岛欣赏美

景，拍照“打卡”。第三天，到中心商业区逛街、尝特色小吃、购

买特产，下午返程回家。“很方便，一条线路可以玩一整天。三

天下来很悠闲，一点都不累。”冉云说。

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船山区按照传承融合、特色

发展的思路，优化提升全区旅游业空间和产业规划，不断完善

全域旅游发展体系，将龙凤—观音湖文化旅游区纳入全区“一

核三区、城乡一体”区域发展新格局，规划建设观音湖高端展

演产业区、龙凤新城旅游康养产业区、永河园生态游乐体验产

业区，将全区旅游资源串联，实现了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

转变。

突出评星创 A
增添旅游产业发展新动能

初夏时节，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登上圣莲岛，骑着观光

自行车，赏花观光，碰到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游客，挥一挥手、打

声招呼，这样的遇见也令人惊喜……在发展全域旅游业的过

程中，船山区以圣莲岛为依托，打造世界荷花博览园。在改善

圣莲岛环境的同时，促进旅游业发展，将圣莲岛打造成船山展

示观音文化与荷花交融的精美名片。

曾经的圣莲岛仅仅是一个湖心的冲积滩，上面杂草丛生，

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如今，随着圣莲岛的全面规

划开发、世界荷花博览园 4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这里已经成

为一座生态岛、文化岛、旅游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之

心”。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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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小东）6 月 14 日，

市委书记邵革军来到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为 700
多名师生代表作了主题为“争做时代新人、谱写

青春华章”的形势政策报告。他首先代表市委、

市政府向学院全体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

的祝福。他希望广大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勤奋刻苦学习，扎根遂宁拼搏奋进，为推动富民

强市再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和力量。

邵革军说，“青年者，国之魂也。”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强调，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省委书记彭清华

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

的力量。广大青年都是党和国家的新鲜血液，

都发挥着生力军和排头兵作用。广大青年学子

所处的时代，正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

而大家也正好处于人生最珍贵、最美好、最有精

力奋斗的阶段，是真正的“强国一代”。

“怎样才能不负伟大时代，怎样才能当好时

代新人？是我们每一名青年学子必须作好的答

卷。”邵革军勉励大家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

多大。”希望青年朋友们志存高远，做有理想有

信仰的时代新人；“知世情方能明大局，知大势

才能谋大事。”希望青年朋友们明辨大势，做有

格局有定力的时代新人；“在这个时代，唯一不

能背叛你的，是你的认知和你的能力。”希望青

年朋友们博学善思，做有才干有本领的时代新

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

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遇

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希望青年朋友们

开拓奋进，做有激情有闯劲的时代新人；“国无

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希望青年朋友们崇德修

身，做有品行有道德的时代新人；“幸福都是奋

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希望青年

朋友们不懈奋斗，做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邵革军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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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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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委书记彭清华

来遂调研重要指示，团结带领 370 万遂宁人民

顽强拼搏、创新奋进，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当前，遂宁正处于大发展大跨越的

重要阶段。广大青年学子扎根遂宁奋斗，可以

享受特别优良的生态环境，可以融入成渝两大

城市生活，可以充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可以抢

抓众多机遇一展身手。希望大家更加热爱遂

宁、立志扎根遂宁、积极建设遂宁。

邵革军强调，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要紧紧围

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问题，进一步创新培养模式，坚持立德树人，

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要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切实

强化办好思政课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配齐

建强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努力将思想政治理

论课办成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和铸魂育人的第

一课堂。要优化专业学科建设，主动融入“中国

制造 2025”及中省发展布局，对接区域产业发

展战略，聚焦新业态、新技术、新岗位，集中力

量打造好特色优势专业。要全面融入地方发

展，主动找准契合点和着力点，积极参与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主动服务遂宁建设成渝发展主轴

绿色经济强市。遂宁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学校建设，积极搭建校地、校企合作平

台，携手共同推进学校发展。

报告会前，邵革军还实地调研了四川职业

技术学院规划建设情况。

市领导涂虹、袁超，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有关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6 月 14 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主持召开市政府七届

46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审议《遂宁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评定

管理办法》等有关事项。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暨全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七届市委常

委会第 112 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市政府

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

部署，深刻认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按照市委统一安排，抓实抓

细主题教育各个方面，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要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主题教

育的总要求、根本任务、具体目标、方法步骤学

懂弄通，把中央、省委和市委精神吃清吃透。要

提前筹备组织，扎实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推

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市政府系

统走深走实、取得实效。要抓好统筹兼顾，将主

题教育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

合起来，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

一。

会议学习了《残疾人保障法》《残疾预防和

残疾人康复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

就业条例》《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研究全市

残疾人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深入

学习、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工作

的重要论述，残疾人保障的政策法规，以及残疾

人自立自强和扶残助残先进事迹，着力营造全

社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氛围。要充分履职

尽责，建立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残疾

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工作机制，继续抓好“量

体裁衣”式残疾人服务、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加强特殊教育、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残疾

预防和残疾康复、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工作，大力

发展残疾人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要强化服

务保障，进一步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协调机制，做好

残疾人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工作，（紧转02版）

邵革军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作形势政策报告时寄语广大青年学生

坚定信念刻苦学习 扎根遂宁拼搏奋进
为推动富民强市再上新台阶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政府七届46次常务会议召开
审议《遂宁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评定管理办法》等有关事项

6 月 14 日，船山区在九莲洲湿地公园举办第十届“幸福家园·百家千星”群众文化节，以

此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全媒体记者 李四海 摄

奋 斗 新 时 代

记者一线行壮丽壮丽壮丽壮丽 年年年年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唐静） 6 月 14
日，遂宁建市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旅十件

大事征集活动正式进入评审阶段。由主

办方代表、专家学者、文旅行业代表组成

的评审团，对前期收集到的文旅大事件进

行了初评、复评，评选出 20 件大事提交主

管部门审定。

据了解，遂宁建市以来最有影响力的

文旅十件大事征集活动于 5月 20日启动，6
月 10 日结束。前期经过公开向市民、网友

征集，各县（区）、文化广电旅游主管部门、

文旅企业推荐，共征集整理了 70 余件待评

文旅事件，对宣传遂宁起到了较大作用。

评审会现场，文旅专家主要围绕展现

我市文旅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彰显行业

风采，提升遂宁文旅形象，拉动文旅产业

发展和招商引资，推进我市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文旅事

件进行评审。经过评审专家的激烈讨论、

举手表决，初步评选出 20 件文旅大事，待

由主管部门审定后，最终确定出遂宁建市

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旅十件大事。

遂宁建市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旅
十件大事征集活动进入评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