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徐
湘东）为深入贯彻落实好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
环境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的决策部署，近日，攀枝花
市委书记李建勤向全市发出

“在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举、
行非常之策，全市总动员、全
面再排查、全力抓整改，用铁
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纪
律，坚决打赢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攻坚战”的指令，提出

“宁可不要牺牲环境换来的
GDP”，在全市全面打响环境
突出问题整改攻坚战。目
前，对237个省环保督察组移
交交办的问题，攀枝花已整
改完成192个、占81%，19名
干部被问责。

“在非常之时、用非常之
举、行非常之策。”在7月17
日的攀枝花市委常委会，和7
月18日的县处级主要领导干
部读书班暨环保形势报告会
上，攀枝花市委书记李建勤
提出了“三非”之势。他指
出，中央环保督察组8月初即
将入驻四川，攀枝花全市上
下要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
感，努力克服不愿干、不敢
干、不会干的问题，坚决做好
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工作。

目前，攀枝花启动了为
期15天的环境问题整改攻坚
战，制定下发了《开展环境突
出问题整改攻坚战工作方
案》，实行问题再排查、措施
再增添、速度再提升、档案再
完善、督导再加大、责任再压
实，强力推进突出问题整改
工作。通过挂图作战、领导
包案、专项督导、责任追究等
举措，确保攻坚战各项工作
取得实际成效。

除了“三非”之势，李建
勤提出，攀枝花还要用“三
全”之力：全市总动员、全面
再排查、全力抓整改。目前，
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担任迎
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带头
做表率；市党政班子成员对
16个重大突出问题包案挂牌
攻坚啃“硬骨头”；人大、政协

领导带领6个工作组开展专
项督导；各迎检工作组按职
责任务推进8项具体工作等，
在全市上下形成了齐抓共
管、强势推进的整体合力。

“坚持把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和重大民生工程，宁可不
要牺牲环境换来的GDP。”李
建勤还提出了“三铁”之举：
下铁的决心、添铁的措施、严
铁的纪律。要求全市要以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以“敢于亮剑，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精神，以“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的毅力，坚决
打赢环保突出问题整改攻坚
战。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终身负责”等
原则，对问题整改不到位、阶
段性工作没有成效，或推诿
扯皮、拖着不办、弄虚作假、
欺上瞒下等行为，进行约谈、
曝光和问责。特别是对督导
该发现而没发现、该报告没
报告的失职、渎职行为，将严
肃追责。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攀枝花采取强力措施，空气
质量优良率达98.3%。从省
环保督察组进驻至今，攀枝
花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72件，处罚金额652.4万元，
移送 6 件，刑事案件立案 4
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人，
治安处罚6人。现在，237个
问题已整改完成192个，占
81%；预计7月31日前，整改
完成202个，占85.2%；预计
12月31日前，整改完成226
个，占94.1%。目前，已经对
19名干部进行了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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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黄靖茹）乐
至县第八届国际美食烧烤节将于
2017年8月11日-8月20日举行，
本届美食烧烤节以“品美食烧烤 购
特色产品 游帅乡乐至”为主题，期间
还将举办“首届中国四川（乐至）农
产品电商发展大会”。

据了解，乐至县围绕建设成渝
经济区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基地，积
极整合县域旅游资源，大力开发旅
游产品，持续推动旅游与商业、旅游
与美食融合发展，并建立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创响了“元帅故里、天然
氧吧、康养福地、美丽乡村”品牌。
仅2017年春节7天长假，全县共接
待游客38.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855万元。同时，乐至县顺应“互
联网+”的趋势，把电子商务作为现

代服务业“一号工程”进行重点培育
扶持，成功申请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示范县项目，培育了“乐至外
卖”、“乐至生活网”等本土电商，吸
引了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四川青联
众创电子商务公司入驻发展。

乐至烧烤是乐至的名片，起源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规模于九十
年代。今年5月15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封面主题周”走进乐至
县，对乐至烤肉进行直播，全网观看
人数24小时内达到200万。

此次烧烤节还将举办“乐至造”
特色产品线上线下展示展销、网络评
选“乐至十大特色产品”、“帅乡自驾
游”、“水龙节泼水”、“葡萄采摘节”等
系列活动。同时，还将举办“首届中国
四川（乐至）农产品电商发展大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见
习记者 罗田怡）7月21日，成都青白
江区纪委联合该区法院组织11乡
镇（街道）、村（社区）54名党员干部
代表现场旁听审判一起社区干部挪
用资金案，用身边人和事开展警示
教育活动。

开庭审理的案件是大弯街道石
家碾社区原“两委”干部钟某、周某和
先某3人在担任社区“两委”人员期
间，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在未召开居
民议事会讨论表决的情况下，擅自将
社区自有资金分别挪用进行营利活
动。区法院当庭分别判处钟某某、周
某某和先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
一年。

“当我听到违法人员说自己干了
20多年，因为不懂法而违法时，深感

惋惜，泪水都要流出来了。今后一定
引以为戒，强化程序意识，不因求快
而忽略程序，学好法律、党纪知识、业
务知识，时刻警醒自己。”姚渡镇永和
村书记曾子惠也表达了自己的收获。

大弯街道革新社区书记李波说，
“以前认为，作为村社区干部只要自
己‘不揣包包’就行了。通过警示教
育，意识到做事不光要有廉洁意识，
更要有程序意识。”

近年来，青白江区为进一步增强
党员干部群众的法纪意识和党纪意
识，大力开展互动警示教育活动，如
组织“一把手”配偶到职务犯罪预防
基地接受警示教育，解决枕边风问
题；组织开展案例剖析会，解决思想
意识不到位的问题；编印警示教育读
本，解决随身学的问题。

乐至第八届国际美食烧烤节
8月11日开幕

党员干部走进法庭听审判 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青白江纪委用身边人和事开展警示教育

世界500强提升158位
恒大今年销售
有望突破5000亿

据悉，去年首度上榜的恒大是排
名提升最快的企业之一，在本次世界
500强排名第338名，较2016年大幅
上升158位。这主要得益于营业收
入录得51%的同比惊人增幅，达到
318.28亿美元。通过梳理不难看出，
恒大2016年销售3734亿，同比增幅
达85%，今年上半年销售更大增72%
至2440.9亿，多家投行预计恒大今年

销售将突破5000亿，这意味着恒大
明后两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已得到
保证。对此，有观察人士向记者表
示，由于房地产行业预售制的特性，
房企的销售业绩大部分会在次年才
结算成营业收入。恒大2015年销售
2013亿，增幅达53%，高于其它大型
房企，是其2016年营业收入大幅上
涨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营业收入是世界
500强排名的主要依据，恒大2016年
营业收入较2009年上市时的57.2亿
增长近40倍，达2114.4亿，再度上榜
世界500强。同时其总资产、销售

额、净利润等亦分别增长超21倍、12
倍和16倍，保持高增长态势。2017
年上半年，恒大销售2440.9亿，在基
数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再同比增
72%。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恒大业绩近年持续快速增长，推动营
业收入等指标持续攀高，预计今后其
排名将继续提升。 恒大2016年销
售3734亿，全球地产业第一。业内
人士表示，从恒大去年销售来看，今
年营业收入很可能在3500亿以上。
而以今年世界500强榜单来测算，
2018年恒大的排名或升至170位左
右。明年恒大的营业收入或增至

5000 亿，意味着其在 2019 年世界
500强排名，或将进一步升至90位
左右，有可能超越宝洁、英特尔、索
尼等大型跨国企业。

借助产业协同
世界500强排名
恒大将继续攀升

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年来，得益
于近年地产行业的高增长，国内龙头
房企均取得不俗成绩，恒大表现尤为
突出。“这一增长速度，在世界企业发
展史上也甚为罕见。”但更值得一提
的是，未来，恒大在金融、健康、文化
旅游等产业领域将拥有巨大的市场
空间，有望带来更丰富的收入来源，
推动自身快速发展。对此，也有经济
学者表示，从企业战略布局上看，恒
大未来很大几率将维持高增长的态
势。据第三方数据显示，2030年其
市场规模将达16万亿。

目前，恒大业务涵盖房地产、金
融、健康和文化旅游，并已完成由“房
地产业”向“房地产+服务业”的转型，
多产业协同发展将持续快速增长；由
此可见，恒大将在未来借助产业协
同，在世界500强的排名确有很大机
继续攀升，引发行业持续广泛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雷朋

世界500强提升158位
恒大成排名上升最快企业之一
7 月 20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
2017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

上榜公司达115家，连续十四年增长。恒大
位列338名，较2016年大幅上升158位。

据了解，《财富》世界500强是衡量全球
大型公司的最著名、最权威榜单，是反映世界
知名企业实力、规模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有资料显示，今年恒大在世界500强的
排名，一举上升158位，是历史上单年排名提
升最快的企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
榜的中国企业以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
工商银行等大型国企为主，恒大是榜上少有
的中国民营企业之一。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 李
媛莉 见习记者 罗田怡）7月21日，首
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
成都举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现场获悉，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共同选定了5个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
城市，四川省成都市和阆中市入选。

据悉，本次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指导，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中
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
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外多
位城市市长、各领域相关专家、多家
国际机构、企业代表齐聚成都，共同
就如何破解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难题展开讨论。会期内将举行两场
主论坛和6场专题对话，以“‘一带一
路’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就城
市动力与金融创新、城市设施联通与
空间区域发展、城市韧性与繁荣宜
居、城市创新与共享经济、城市文化

与特色发展、城市治理与智慧城市等
等内容进行讨论。22日，嘉宾们还将
实地调研我省部分城市发展状况。

现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还
共同发布了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
市及《成都宣言》。四川省成都市、阆
中市和浙江省嘉兴市、贵州省荔波
市、吉林长白山池北区共同入选国际
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这五个试点
城市将践行最先进的国际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做法、理念，在可持续发展
方面为中国城市树立新样板。

《成都宣言》指出，能否建设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将是确保今后实现全
球永续城市发展，提升全世界人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倡议构建包容
开放的城市发展环境，践行绿色低碳
的城市理念，完善科学合理的城市规
划，实现城市治理的共享和创新，鼓
励各国各城市之间相互合作。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等在蓉发布《成都宣言》

成都阆中入选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发挥大城市驱动作用 放权周边中小城市
7月21日，“国际城市可持续发

展高层论坛”在成都召开。中国城市
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
经济学家李铁出席并分享了他的观
点。李铁认为，发展大中小城市城市
群，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一。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他表示，城市发展不能搞大
而化之，要尊重历史经验。希望城市
的微循环系统更加畅通，而不是做大
量的干道系统。

中国城市病并不严重
德国70%的人口都在小城镇里，

美国也有60%以上的人口住在小城
镇。对于中国而言，大力发展小城镇
是否是中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重要路径？

李铁表示，中国的城镇发展体制

与国外不一样，国外城市更多是自
治，但中国是等级化的管理体制，资
源从上向下分配，这样更有利于大城
市和中心城市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
城市有140多个，就是因为更多稀缺
资源沉淀在了这些城市，有力带动了
其他市场要素的进入，这导致了中国
走的是大城市发展路径。”李铁表示。

但大城市往往面临交通拥堵、污
染等城市病。“我并不认为中国的问
题特别严重，城市病是工业化发展到
中期之后必然要经历的。”

发挥中小城市自身活力
如何解决中国城镇化发展加快

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城市病”问题？
李铁表示，在城市发展中存在问题，
政府也在极力矫正这种发展趋势。

如提高节约型生产，建立以人为本的
城市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最近很火
的特色小镇，也是市场自动选择新的
发展空间。

发挥大城市驱动的作用，形成以
大城市主城区周边的一批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群。城市群的形
成，对大城市人口、要素进行疏解。在
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
试点意见中，特别提到要对中小城市
放权，更多发挥中小城市在未来发展
中的竞争性作用和自身活力。

在制定城市政策时，李铁认为，
城市发展不能光盯着主城区，要向周
边郊区发展，这样才能带动所谓中小
城市发展，形成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
合力发展的格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
想玲 李媛莉 见习记者 罗田怡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
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

攀枝花打响
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攻坚战

首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现场。

推进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四川建设美丽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