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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东山，万亩花海竞相争艳；
极目西望，浩淼观音湖碧水蓝天；城
市一侧，舒缓的联盟河静静流淌；热
土之上，一幅景城合一的生态旅游
画卷徐徐展开……位于遂宁市城区
涪江东岸的河东新区，是遂宁市拓
展城市规模、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
板块，在遂宁“一核三区一环”文旅
发展蓝图中，河东新区坚持“景城一
体·主客共享”布局全域旅游，营销
“约在河东”旅游品牌，着力打造成
渝休闲度假目的地。

景城一体的魅力河东景城一体的魅力河东

全市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
政治生态宣讲会走进河东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杨柳） 7 月 11
日，全市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

宣讲会（河东新区）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委网信办主任蒋世兴作主题宣讲，河

东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刘小龙主持会议。

会上，蒋世兴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

好政治生态”为题，从“坚持问题导向，提高

站位强定力；充分肯定成绩，坚定信心鼓干

劲；主动履职尽责，砥砺前行担使命；忠诚

干净担当，不忘初心显本色”四个方面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宣讲。大家一致认为，此次

宣讲站位高远、内涵丰富，要求明确、措施

有力，讲清了反腐形势、纠正了错误思想、

展现了反腐成效、明确了工作重点、提出了

殷切希望，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

对性和实践性。

会议强调，新区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

本次宣讲精神，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结合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即将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省、市和新区决

策部署上来，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要加强宣传、学以致用。新区各级党

组织要利用多种方式和载体将本次会议的

主要精神广泛宣传到所有党员；要积极开

展新区范围内的“纪委书记大宣讲”活动，

切实做到新区范围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全覆盖。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新区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要发挥

表率作用，始终尊崇党章党规、自觉遵纪守

法，始终保持廉洁操守、净化思想灵魂，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实际

行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为上的规矩人、

廉洁上的干净人。新区上下要深入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巩固和发

展新区良好政治生态。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管

委会机关各部门、各街道（管理办）、国有企

业班子成员、各中小学校（幼儿园）主要负

责人参加会议。

景城一体 主客共享

河东新区着力打造成渝休闲度假目的地

还记得 2018 年遂宁旅游发展大会期间，

在河东新区联盟河畔，夜色阑珊，一场以“祈

福灵泉·结缘仁里”为主题的震撼炫酷的光影

秀惊艳了整个遂宁，不仅引起市民、游客的强

烈反响，刷爆朋友圈，还引起了市内外媒体和

网络大咖的高度关注。未来，在河东，观光彩

水幕夜游仁里，赏冰上芭蕾看歌剧话剧，体验

式、沉浸式旅游将成主流。河东新区将以项

目为支撑，倾力打造核心吸引物，推进保利佛

花养心基地、仁里禅修中心、金科短时度假小

镇、艾瑞克冰雪世界、北体水乐园等项目建

设，积极构建“两带五区多点”夜晚经济区，启

动五彩北路“啤酒音乐节”，打造仁里水乡休

闲娱乐集聚区，让“过夜游”成为游客首选。

在遂宁的发展过程中，水始终扮演着一

个重要的角色，而河东二期“引水入城，河湖

连通”则是遂宁做活“水文章”浓墨重彩的一

笔。通过水系串联生活，生活带动产业，以水

为引导打造“中国西部水都”。未来，在河东

二期，坐公交船上班、在水上戏台听评书、在

水上看民俗演绎、参加龙舟赛、摇橹船等都不

再是想象。“将城市作为景区系统谋划，坚持

以休闲标准化规划城市景观、景点景区！”下

一步，河东将坚持规划引领，加快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匠心营造“五彩之心”城市中央休闲

区、169 公里休闲“诗画绿道”，规范提升仁里

水乡休闲社区，精雕细琢河东二期西部水都

核心区，塑造最具诗意的桥梁博物馆、东方威

尼斯，实现城市生态形态与旅游文态业态的

深度融合。

随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速度加快，完善

的服务体系必不可少，位于河东新区的遂宁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今年正式投运

启用，这意味着旅客在遂宁城市候机楼就可

以办理除安检以外的所有乘机手续，较大程

度上弥补遂宁无民航机场的交通短板。主客

共享，全面激活旅游要素。未来，在河东，游

客集散中心、城市候机楼、高铁“无轨站”快速

联接大交通，为游客、市民提供贵宾出行星级

服务，住荷堂系民宿、吃涪江全鱼宴、购观音

福锦、逛万达广场、游公园城市，“吃住行游购

娱”全面激活。

回顾近几年，“五彩河东·绿色生活博览

会”“五彩河东·新春大庙会”“魅力河东·时

尚消费购物节”等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将

会展和文化旅游相结合，对于拉动消费、提升

新区品牌价值和城市生活品质都具有明显促

进作用。未来，在河东，河东文化旅游节、绿

色生活博览会将持续举办，吸附消费。将开

展短视频、RAP 说唱、微电影征集大赛，用活

抖音、头条等短视频平台，多途径、全媒体营

销“约在河东”旅游品牌。将出台政策支持产

业推动营销，加强与成渝旅行团组合作，个性

化定制“约吃、约玩、约会”三条休闲度假路

线，协力“天府旅游名县”创建。

（全媒体记者 杨柳）

河东新区总规划面积 60 平方公里，目前

建成区面积达 17.5 平方公里，吸引了约 16 万

人口聚集，已成为遂宁最具活力的城市新

区。

2002 年 9 月，河东新区启动建设 ,如何在

河滩地上勾勒出城市的未来轮廓？河东人积

极探索，率先提出探索丘陵地区绿色发展新

路，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的全过程。始终遵循“先造景、再造城”

的思路，相继建成了湿地公园、五彩缤纷路以

及观音文化园等一大批高品质的城市景观

带。围绕“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打造绿色

宜居幸福城市典范”的定位，始终突出城市文

脉传承和城市特色塑造，将城市与景区一体

规划设计，推动城市生态文态与旅游业态深

度融合。

近 年 来 ，河 东 新 区 文 化 影 响 力 显 著 提

升。深度挖掘观音文化、民俗文化，以川西民

居、西蜀园林营造仁里古镇，“拜观音、游古

镇、赏花海、品书画”精品游线逐渐成形；“绿

色生活博览会”、明星演唱会持续引爆全城，

新年音乐会、涪江文化艺术节让会展中心成

为不落幕的“艺术殿堂”。

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文旅精品大幅呈

现。4A 级景区达 2 个，莲里廊桥、临仙阁等城

市景观成为遂宁新地标、网红“打卡点”，“夜

游仁里”光彩秀，让体验式、沉浸式旅游成为

游客优选，旅游知名度、美誉度、开放度不断

攀升。

产业竞争力显著提升。2019 年，河东新

区大力推进诗画绿道、东山及灵泉寺山体亮

化工程等 10 个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全年计划

投资 24.9 亿元，1-6 月完成投资 14.4 亿元。文

化和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今年 1-6 月，旅

游接待总人数 126.3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累

计完成 7.6 亿元、同比增长 10%。

把旅游贯穿到城市发展全过程 河东新区全域旅游取得丰硕成果

“景城一体·主客共享”布局全域旅游 河东新区文旅融合发展未来可期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对《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 )》进行了修订完善。《规定》以党内法规

的形式来规范生态环保督察工作。那么，《规

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新要求呢？就此，

记者采访了市生态环境局专业人士，对《规

定》进行了解读。

新亮点
明确组织机构和制度框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已经启

动，《规定》的印发实施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

国务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也为依法推

动生态环保督察向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那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亮点？

市生态环境局督察办主任康晓阳介绍，

《规定》有三方面鲜明特点：第一方面建立了环

保督察基本制度。在督察层级上，明确实行中

央和省级两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制（市级未

纳入）。在督察组织上，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领导小组，在督察方式上，主要采取例行

督察、专项督察和“回头看”3 种方式进行。在

督察时序上，督察工作实行计划管理，原则上每

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应当组织开展督察工

作。第二方面明确了督察的对象和内容。督察

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并可以下沉至有关

地市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二是承担重

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三是

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有

关中央企业；四是其他中央要求督察的单位。

第三方面厘清了督察的权限和责任。赋予督察

组个别谈话、走访问询、笔录取证、下沉督察等

必要的权限。对不履行督察责任、违反督察纪

律的情形明确相应罚则，对督察权力予以规

范和约束。

新变化
明确督察对象和权限

《规定》的实施，将有力推动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那么，《规定》与试

行方案相比有哪些变化？

康 晓 阳 说 ，与《环 境 保 护 督 察 方 案 ( 试
行 )》方案相比，《规定》主要内容变化有：以党

内法规的形式确立督察基本制度、督察领导

小组的升格、扩大了督察对象范围、厘清了督

察程序和权限、明确了督察纪律和责任，这五

点变化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执行力度将

更加严厉，执行流程更加明确和规范。

同时，《规定》明确市和县（区）及以下不

再组织开展生态环保督察，这是中央为地方

减负的具体体现，为基层从事环境保护督察

的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减轻了

负担，不再为各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而疲于

应对，可以把心思和精力集中用在涉环工作

以及生产上来，特别是在涉及环保督察整改

销号台账方面，省级层面将出台配套的办法，

进一步进行精简和完善，便于深层次推动生

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

新要求
以严实作风落实《规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规定》出台后，关键在于落实。在新一

轮的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市生态环境

局将如何更好地组织落实《规定》精神？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何多孟表示，《规

定》出台后，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赵齐宣在七届

市委常委会第 113 次会议上作了专题学习汇

报，并组织在局党委会、中心组集中学习会、

干部职工会上认真学习。市生态环境局将

认真贯彻第 113 次市委常委会精神，以严之

又严、实之又实的作风落实好、执行好《规

定》精神。一是强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

位。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

央、国务院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采取的

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全市生态环

境系统将充分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坚

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的政治

责任，扎实抓好生态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确

保《规定》落实落地。二是强化问题导向，推

动问题整改。我市承担的中央、省级生态环

保督察，包括“回头看”整改任务较重，各级

各相关部门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制订整改

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加大整改投入，创新整

改机制，加大整改进度，确保各项整改任务

序时推进、按期销号。三是强化制度建设，

建立长效机制。自 2017 年我市接受环保督

察以来，通过近三年时间的积累，初步形成

了包括督办制、现场核查、一案三交等成功

的遂宁环保督察整改经验，要将这些经验转

化为制度，切实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治理“加减法”，促进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迈上新台阶。 （全媒体记者 郑捷）

河东新区

深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推动我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解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商家售卖变质面包
赔偿1500元给消费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吕苗）近日，市

民吴女士打进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

称，6 月 26 日，她在蓬溪县任隆镇某超市以

10.28 元购买了一个面包 ,面包包装袋上显

示的生产日期是 2019 年 4 月 2 号 ,保质期为

120 天 ,在保质期内。然而，当她拆开包装

袋后，却发现面包已经发霉变质。为此，她

找到商家理论，并要求商家就此事进行处

理。但商家却称只能换货或退货。吴女士

认为，该商家销售变质食品已经严重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接到举报后，蓬溪县任隆市场监督管

理所立即对该事件展开调查。经核实，吴

女士举报属实。为此，任隆市场监督管理

所工作人员向该商家宣传了食品法等相关

法律，并组织双方就此事进行协调。经过

双方协商，最终该商家赔偿吴女士 1500 元，

同时就此事向吴女士致歉。

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向纵深发展
推动

（紧接 01 版）大 英 县 金 元 镇 值 班 室 无 人 值

守，电话通知后 10 分钟左右值班人员才赶到

现场；遂宁高新区会龙镇党政主要领导同时

不在属地；船山区复桥镇值班记录缺失，无

值班人员联系方式；大英县金元镇无山洪地

灾隐患点排查记录；大英县隆盛镇灭火器过

期未及时更换，汛期救援物资数量偏少。

找准问题症结 制定措施整改

本期《通报》公布了上期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关于“船山区唐家乡砖厂仍处于河道

内未整改，砖厂采矿区未严格执行分级梯度

开采，唐家乡西堰村涪江堤防修复尚未完

工”问题，船山区责令唐家乡党委、政府向区

委、区政府作出书面说明，并扣减唐家乡年

度绩效考核分 0.5 分。唐家乡纪委对相关干

部进行诫勉谈话，并要求他们向镇党委作出

深刻书面检讨。

关于“遂宁经开区象山路与铁路桥交界

处水体脏臭、两侧垃圾暴露堆放，以及新桥

镇提灌站、高字库水库相关问题未整改”等

问题，遂宁经开区对广德街道办事处相关干

部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提醒谈话，对象山路

与铁路桥交界处桥下污水和两侧建渣立即

进行整改清运，安装提醒牌并加强巡查；遂

宁经开区对新桥镇相关干部进行提醒谈话。

关于“保利养生谷二期门口仍然有游商

小贩占道经营，摆摊设点，无‘三防设施’，无

证经营”问题，河东新区执法分局分别联合食

药分局和工商分局，对无“三防”设施配备的流

动摊贩进行全面取缔，对无证经营行为进行查

处取缔；安排 4 名执法人员每天不定时且不

少于两次开展巡查。 （全媒体记者 侯跃）

（紧接 01 版）以明察暗访、走访座谈、发放

意见征求表、民主评议等多种形式，开展部

门重点岗位效能动态监察，发现并查处“中

梗阻”问题；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纪检监

察机关、社会监督员、群众、舆论的监督作

用，形成监督合力，有序开展日常监察、监

督检查、民主评议、社会满意度评价；要把

群众、企业、基层的呼声作为整治“中梗阻”

第一信号，及时报道群众、企业、基层普遍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处理情况，对中层

岗位的政务服务情况由群众盯、由群众评。

打通“中梗阻”，就要全面提升执行力，

让“马上办，务实干”成为行动自觉。要始

终绷紧思想这根弦，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

深化学习教育贯穿始终，下足功夫、花足力

气，严于律己，拧紧思想“总开关”；要自我加

压、持续用力、跳起摸高，不断推项目、做服

务、解难题、办实事；要狠抓工作落实，力戒

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提高行政效能，定

下来的事情就要雷厉风行、立竿见影，部署

了的工作必须一抓到底、见到成效。

打通“中梗阻”，要敢于逗真碰硬、严于

执纪、勇于“亮剑”,从根源割除“中梗阻”毒

瘤，让“中梗阻”不再成为连通政府与百姓、

企业的障碍，以“马上办、务实干”的高效务

实新作风，促进投资更多、项目加快、环境

变优、群众更满意。

认真学先进 马上改问题

对症除顽疾 打通“中梗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