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执行差别化的收费标准，运用价格
杠杆调节市城区车辆流量，引导“绿色出行”，有效解决“霸占”
车位现象

●若因切实需要占用人行道设置临时停车泊位的，申请者
可向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企业提出书面申请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市城区城市道路停车泊位，从
事销售、修理、洗刷车辆或者堆放物品等妨碍道路交通秩序的活
动

●鼓励专用停车场向社会提供经营性服务
●计划开发一个 APP，通过 APP 将收集的大数据整合，市民

可清楚了解到附近街面、小区、商场等区域周边的空闲停车位
数量及具体位置，从而解决“停车难”烦恼

这些办法解决“停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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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得酒业创建于 1940 年，1976 年

开始打造生态酿酒工业园，是中国生

态酿酒行业标准缔造者，中国第三家

荣获“全国质量奖”的白酒企业。中

国名酒沱牌曲酒系列，累计销售超过

50 亿瓶，已成为一代人成长的记忆。

品味舍得一上市就受到市场青睐，舍

得米兰小酒成为中国首个走进米兰时

装周的酒类品牌。舍得酒业的创新精

神以及辉煌的历史，一直让舍得人引

以为傲。

舍得酒业十几年改制未果，错过

了白酒行业的黄金发展期。2016 年 6
月 30 日，舍得酒业的混改终于落下帷

幕，并成为四川省国企混改的样板，天

洋正式入主舍得酒业，开启了全面变

革之路，通过三年调整，舍得酒业在生

态、科技和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

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几年，白酒行业竞争加剧，行业

聚集度越来越高，舍得人必须斩断一

切思想上的束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

想，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深入的

改革，自信迎接挑战，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白酒行业第一阵营。

我们要真正以用户为中心，在产

品、渠道、营销和品牌上进行颠覆式

的变革；我们要与经销商建立长期稳

定的伙伴关系，让经销商持续分享舍

得酒业发展的红利；我们要建立有竞

争力的薪酬体系来吸引优秀人才，倡

导鼓励失败的文化让员工自由发挥，

要继续做大员工互助基金的规模，解

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舍得酒业不仅是我们的事业平

台，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舍得智慧

可以让我们战胜一切挑战。只要我们

全体舍得人凝心聚力，一定能够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百年舍得！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李强

2019年 6月 30日

借助“艺术”为品牌创新赋能正成为白酒行

业的新趋势。7 月 6 日，舍得酒业与北京艺网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宣布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

围绕产品设计、品牌价值挖掘以及文化国酒塑造

等主题展开合作，这也是去年舍得与艺网因舍得

艺术中心首度结缘后更进一步的合作。

根据合作规划，舍得与艺网将联手打造艺术

联名酒——艺术舍得。这是舍得继 2013 年联合

中国设计师最高荣誉“金顶奖”获得者计文波，推

出舍得米兰国际时装周纪念酒后，又一次推出艺

术级新品。

据了解，此次艺网邀请国内著名艺术家岳敏

君，以其最具代表性的“大笑系列”和“迷宫系

列”为主题，为舍得酒业进行新品瓶体设计，以及

外包装艺术创作设计，届时新品将涵盖舍得与沱

牌两个品牌。另外根据合作协议，舍得酒业与艺

网将在 8 月的线上艺术品博览会期间，为新品策

划“艺术舍得”专区。在此次聚焦“方式的革新”

的夏季艺术大赏上，新品“艺术舍得”将成为展览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提供最具个性的品牌展示。

舍得通过不断寻求与艺术接触、碰撞、理解

和融合，从而强化品牌“文化国酒”的定位，并在

行业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从 2001 年起，舍

得酒业邀请陶艺大师许燎原设计第一个酒瓶，舍

得不断深化艺术圈的联系，这为中国白酒以及中

国文化，找到了更具个性化的展示方式。

2016 年 6 月，天洋集团正式入主舍得酒业以

来，舍得酒业便开启了全面变革。其通过更高层

面的、文化艺术的形式进行品牌表达，传播中国

传统诗酒文化。

2018 年，舍得酒业与梦东方联合出品的我国

首部以酒为媒的诗乐舞剧《大国芬芳》，用全世界

都能看懂的艺术形式展示中国文化。

同时，舍得酒业联合艺网共同打造的舍得艺

术中心正式亮相。它将酒之工艺、酒之文化同当

代艺术载体相融合，将让更多的消费享受品味

“舍得”的妙趣。

舍得酒业总经理李强在发布上表示：“艺术

离不开艺术家的创作，而舍得用匠心打造每一滴

美酒，酿造美酒的过程也是艺术创造的过程，如

今舍得正成为艺术、时尚的生活美学，我们期待

和全球艺术家合作，让东方文明影响世界。”

据悉，此次舍得酒业与艺术家岳敏君合作推

出新品仅仅是一个开端，未来还将与“毕加索”、

“故宫”、“敦煌”等 IP 合作，并完善艺术舍得产品

系列，在艺术领域展开更多的探索。 (陈颖)

舍得，创造无限可能
——舍得酒业改制三周年寄语

舍得酒业与艺网达成战略合作
联手打造“艺术舍得”

舍得酒业与艺网达成战略合作

“哪里有停车位啊？”“我绕了几圈都没

有找到一个停车位。”……近年来，我市机

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停车资源需求矛盾

日益凸显。为此，我市近日出台了《遂宁市

市城区机动车停放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并将于今年 8 月 2 日起执行，

有效期两年。

逐步实行差别化收费
运用价格杠杆缓解交通拥堵

值得关注的是，《办法》中提及到，政府

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将由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并逐步实行差别化收

费（即不同区域、不同时段执行差别化的收

费标准），逐步实施“同一区域占道停车路

内高于路外停车”、“城市中心高于外围”的

停车收费标准。

为何要实行差别化收费？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解释说，目前，市城区已

拥有机动车 10 余万辆，但公共停车泊位只

有 7430 个。而根据市城区道路情况实际，

施划更多停车位已不太现实，采取差别化收

费，则可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市城区车辆流

量，引导大家“绿色出行”。此举能有效解决

“霸占”车位的现象，腾出部分临时停车位，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现象。

需设置临时停车位可提出申请
擅自施划或撤除将被严处

《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

投入使用的停车场挪作他用或者擅自停止

使用，不得擅自改变停车场使用功能，不得

擅自更改规划确定的停车位数量，不得改

变公共停车场为社会车辆提供停放服务的

性质。若因切实需要占用人行道设置临时

停车泊位的，申请者可向市国资委授权的

国有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由市国资委授权

的国有企业会同市交警支队，按照符合人

行道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审核后施行，实行

“一年一审核”。其他临时停车场和道路停

车泊位的设立、取消，由市交警支队负责规

划和审核。

“申请临时停车泊位的区域也有着严

格的要求，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设置。”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称，消防通

道、大型公共建筑附近的疏散通道、燃气管

道和光缆线路等地下管线密集区域、道路

交叉口、学校出入口、公共交通站点附近 30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不 能 设 置 临 时 停 车 泊

位。擅自施划、撤除临时停车位的，将由责

任部门责令整改，并予以严处。

建立制度完善设备
“敲定”三类停车区管理职能

此次《办法》对公共停车场、临时占道

停车泊位及专用停车场的管理，也提出了

具体要求。

据了解，公共停车场经营者应依法办

理商事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经营中，

要在停车场出入口显著位置明示停车场标

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监督电话，规范

配置照明、消防和通讯设备，并制定和落实

车辆停放、环境卫生、安全消防等制度。

对于临时占道停车泊位，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利用市城区城市道路停车泊位，

从事销售、修理、洗刷车辆或者堆放物品等

妨碍道路交通秩序的活动，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对占用道路停车路段每年至少评估 1
次，并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周边停车场增设

情况及时提出调整停车位的意见，由市国

资委授权的国有企业实施调整。

此外，鼓励专用停车场向社会提供经

营性服务，并遵守《办法》对公共停车场的

相关规定。

建立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解决市民“停车难”烦恼

“《办法》中还包括了智能停车管理系

统的建设，该系统的启用或将成为城市交

通管理提升的新起点。”据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办法》鼓励单位和个

人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配建智能停车管

理系统，并接入经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企

业智能停车管理平台统一管理。如此一

来，市城区的小区、商场、社区的停车管理

便实现了统一，一个停车位大数据应运而

生。

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实施后，市城区临

时停车位将以“地磁 + 巡检车”、“高位视

频”、“低位视频”实行停车管理，并采取差

别化收费和计时收费，其方式包括现金缴

费、扫描微信二维码等，这样便提高车位停

放 的 周 转 率 ，让 真 正 需 要 的 人 有 车 位 可

停。与此同时，我市还将开发一个 APP，通

过 APP 将收集的大数据整合，市民可清楚

了解到附近街面、小区、商场等区域周边的

空闲停车位数量及具体位置，从而解决“停

车难”烦恼，缓解交通压力。

目前，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建设正在积

极筹备中，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日前，由市效能办、市热线办、遂宁日报社

联合主办的 2019年第五期“聚焦民生·热线问

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活动举行。活动
现场，有市民反映中心商业区片区秩序乱的问
题。对此，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决定在主城
区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

多措并举 改善中心商业区秩序

“大姐，非机动车停在人行道上是不对

的，不能因一己之便给文明城市抹黑。”7
月 11 日上午，在市城区小北街，一名女士

刚将共享单车停在路边，就被巡逻的船山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及时劝阻。

“中心商业区因为人流量大，一直都是

我们管理的重点。”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高升街执法大队大队长熊武说，通过前期

排查，秩序乱主要体现在非机动车占道乱

停乱放问题，少数座商跨店经营及店外摆

放、堆放物品问题，少数游商小贩在高峰时

段占道乱摆乱卖问题。

为改善中心商业区秩序，船山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要求两个执法大队加强交接班

等重要时段的管理，执法人员尽量做到面

对面交接班，杜绝出现管理脱节，防止游商

摊贩打时间差随意摆摊设点扰乱秩序；加

强衔接，安排保安值守每一个进出口，防止

非机动车随意进入；开展集中整治，对经反

复劝导仍不改正的单位或个人严格依法进

行处罚，同时加强不间断巡逻次数，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要求企业全面规范共享单车
停放，对同一地点反复出现共享单车乱停
放行为进行处罚。

举一反三 整治主城区环境秩序

“秩序乱的问题不仅在中心商业区周
边 存 在 ，在 老 城 区 其 它 地 方 也 是 屡 禁 不
止。”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该局举一反三，以问题、效果为导

向，以实现城市管理规范化、精细化、常态

化为目标，在主城区强力开展占道经营、非

机车乱停放等问题的整治。

目前，调查摸底、建立台帐工作已经结束，

主城区进入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阶段。

该负责人还表示，船山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将对各执法大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情

况和问题整改效果情况，进行逗硬督查督

办。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敷衍塞责、整

改效果不好的大队负责人，将进行问责追

究。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民生 速递

哪些药品可以医保报销？医保卡上还有多

少钱？住院用了哪些费用？异地住院，费用花了

多少？……每次就诊购药后，不论是城镇职工医

保参保群众，还是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群众，都想

第一时间全面了解自己的就医用药情况。7 月 5
日，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获悉，即日起，参保人

员只需关注遂宁市医疗保障局政务微信公众号

“遂宁医疗保障”，就可以实时查询医保就医用药

信息。

“为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医保

参保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查询医保相关信息，从今

年 2 月成立以来，我们在‘零基础’上结合实际不

断加强医保信息化建设，先后推出了‘遂宁医疗

保障’政务微信公众号和政务门户网站，提供医

保便民服务。”市医疗保障局局长张智勇表示，

克服信息平台、数据抓取、数据整合、数据接口

等多重困难后，7 月 5 日，“遂宁医疗保障”功能

再次全面提升，全面实现医保信息查询一体化服

务，参保群众能更方便、更快捷了解就医用药情

况。

据了解，“遂宁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目前可

提供城镇职工个人账户、参保信息、结算报销、异

地住院报销、共享账户、异地住院备案电话等多

项查询功能。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关注“遂宁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

即日起可实时查询医保信息

市城区有机动车10余万辆，但公共停车泊位只有7430个，如何破解“停车难”？

共享+智能“挤出”停车位

船山区值守“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追踪

主城区集中两个月规范秩序美化环境

（紧接 01 版）约谈牵头单位责任人，从目标任务、

预算安排、资金拨付等方面逐一梳理，倒逼相关

部门增添措施、补齐短板。会同财政等部门，结

合一季度经济“开门红”、二季度经济指标“双过

半”督查，对各县（区）、园区民生资金进行了抽

查，将发现的问题点对点通报到责任单位，督促

限期整改。

从各目标完成情况来看，民生实事总体推进

稳定，部分工作已提前实现年度目标。1-6 月，我

市 减 免 幼 儿 保 教 费 11411 名 ，项 目 完 成 比 例 达

100.98%；代缴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

难群体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 93744
人，项目完成比例达 140.76%；实现“五馆”免费开

放，项目完成比例均达到 100%。

记者从市委绩效办了解到，今年我市自选的

6 件民生实事正加紧推进，达到序时进度。 1-6
月，新建城乡公办学校 13 座，项目完成比例达

76.47%，整治农村土坯房 10817 座，项目完成比例

达 84.57%；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1061 户，项目完成

比例达 76.88%；放映城市公益电影、组织送文化

下乡活动 585 场、223 场，项目完成比例分别达

83.67%、74.33%。

市委绩效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针对上

半年工作中出现的短板和不足，我市将督促市直

有关部门全面梳理分析项目推进情况，精准掌握

项目动态和进度，特别是针对推进滞后或资金拨

付较慢的项目，深入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措施，确

保工作正常推进。要求各县（区）、市直园区、市

直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民生实事资金管理办法，做

到资金拨付和管理“对上说得清、对下弄得明”，

确保民生实事所有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并及时拨

付。

我市民生实事“半年成绩单”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