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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区
打造“廉洁套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
岭 见习记者 罗田怡）“没想到这
么多党员干部都来参加今年的
廉洁书画展，很多村上干部听说
后，都拿着自己的作品说要来比
一比、晒一晒。”近日，成都市青
白江区人和乡纪委工作人员小
金由衷称赞道。

今年以来，为提升党性修
养，青白江区纪委运用多种方
式，从“心”到“行”量身打造“廉
洁套餐”，引导全区党员干部做
好心灵检查、行为检查，努力实
现清白做人、廉洁从政。

重温党章保初心。组织党
员干部在党旗下再次宣读入党
誓词，学习党章党规。并结合专
项治理“微腐败”工作，给党员干
部时刻敲响警钟。截至目前，已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90余
场次。其中，龙王镇党委坚持每
周举行升旗仪式增强党员干部
党性意识。

警示学习亮决心。通过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以案说法、以案
警心，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
拒腐防变的自控能力。

展示成果树信心。举办“廉
洁书画展”、听纪检故事、讲家风
家规故事等活动，组织党员干部
和群众积极参与，并通过线上线
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进一步弘
扬正气、鞭挞腐败，促使广大党员
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完善制度表恒心。不断完
善各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强化制
度约束力和执行力，真正实现用
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在人和
乡试点建立廉政工作员制度，聘
请廉政工作员和廉情信息收集
员做好动态监督。

四川3万新兵
今起奔赴全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
莉 雷远东）9月11日，四川省暨
成都市2017年新兵入伍欢送仪
式在成都火车北站举行，成都市
首批400名新兵从这里整装出
发，奔赴全国各地。他们迈出家
门的脚步，是2017年四川新兵
的征途起点。

记者从四川省征兵办了解
到，2017年四川网上应征报名共
27.9万人，其中男青年26.8万人、
女青年1.1万人；大学生应征报名
7.78万人，比去年增加1.35万人。

根据最终应征入伍的情况，
四川2017年将往全国各地输送
新兵力量3万余人。即日起，陆
续从四川出发。

值得一提的是，高素质兵源
越来越多，2014年至2016年四
川大学生征集比例从19.5%跃
升至43.3%，今年的大学生比例
有望再创历史新高。据介绍，省
政府、省军区每年向109所高校
和183个县级征兵办双向下达
征集任务，联合通报各高校完成
情况，专项表彰大学生征兵先进
单位和个人。另外，四川把大学
生退役士兵纳入选拔任用干部
体系，拿出国有企业新招录职工
10%的岗位定向招录，报考事业
单位的实行刚性加分，同时将大
学生退役士兵专升本录取比例
提高到50%。

全国医疗专家志愿者
分赴马尔康壤塘义诊巡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宁芝）
9月11日上午，“献礼十九大，共
铸中国心”健康扶贫阿坝行公益
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坝州工人文
化宫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400名医疗专家、爱心企业
家、爱心人士代表、志愿者等一
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所有志愿
者分组乘车，分别前往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阿
坝州人民医院、马尔康市人民医
院、阿坝州卫校、沙尔宗乡、大藏
乡、大藏寺、草登乡、日部乡、梭
磨乡、白湾乡、脚木足乡）和壤塘
县（壤塘县医院、南木达乡、中壤
塘乡、上杜柯乡、上寨乡），开展
义诊巡诊、爱心捐赠、培训讲座、
查房指导、健康大讲堂、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救助、包虫病救助、
糖尿病救助、爱心慰问以及“贫
困母亲”救助等工作。

据了解，“同心·共铸中国
心”大型公益活动于2008年由
首都医务专家发起，2010年纳
入中央统战部“同心工程”。截
至2016年底，已经组织了万余
名医务专家志愿者，先后对以
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藏区为
核心区域的边远贫困地区近
50万人次的各族群众提供了医
疗救助服务，为受援地基层医务
人员提供了万余人次的专业培
训，挽救了600多名先心病患儿
生命，让近千名白内障患者重见
光明。

23年前的1994年，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就提出了丝绸之路旅游倡
议，本届全体大会上，“一带一路”将是
一个热门话题。

塔勒布·瑞法依表示，多年来，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推动“丝绸之路”旅游项
目，目标就是让旅游促进友谊、交流与发
展。他说，此次大会上，还将举办丝绸之
路旅游部长会议，“中国拥有辉煌的过
去、繁荣的现在以及光明的未来，这也正
是我们今天齐聚在此的原因”。

他告诉记者，今年5月，自己前往
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我个人很支持‘一带一路’的倡
议，它的提出恰逢其时。”塔勒布·瑞法
依称，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需
要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要让古
丝绸之路重新焕发活力，增进各国之
间的经济与人文往来，这一倡议也得
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可。目前，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有很多项计划都与

“一带一路”紧密相关。

一站式服务点大多依托派出所

11日上午，成华区猛追湾派出所
办理相关业务的市民比平常多了不少，
其中很多人是前来办理身份证换领和
申领护照。该派出所正是成都136个

“一站式服务”办证点中的一个。
成都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在现场

告诉记者，户政、治安、出入境、交警、
信通等警种和各区市县局通力协作，
在今年初建成8个的基础上，新增
128个，全面完成136个“一站式服务
办证点”的建设，经过两个月的试运
行和检查验收后于9月11日正式运
行。至此，成都公安建立起以公安办
证中心为主体，“一站式服务办证点”
为辅助，流动服务为补充，“成都公安
微户政”为载体的成都公安窗口服务
新体系，进一步解决了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问题。
136个“一站式服务”办证点主

要依托派出所。考虑了区域人口分
布、站点辐射效应、派出所办公用房
大小等实际，选择了全成都110个派

出所、25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1个
社区警务室，建成136个一站式服务
点。其中，“11+2”中心城区和高新
区、天府新区共建成 112 个，占比
82.35%，郊区新城共建成24个，占比
17.65%。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
华区实现“全覆盖”；温江、双流、邛
崃、彭州、大邑增设了16个办证点。

划重点如下5项可去派出所办

记者在现场了解了这136个成
都公安“一站式服务”办证点的服务
事项，总共分5类：

户政业务：
市内户口迁移、非主项变更、死

亡人员户口注销、补发户口簿、新生
婴儿入户；姓名、民族变更、更正；公
民身份证号、性别、出生日期变更、更
正；派出所辖区内户籍居民身份证申
领、换领、补领；市域内跨区（市）县居
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申领居住证。

出入境业务：
本市户籍居民首次申领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旅游签注（不
包含二次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
旅游签注（不包含二次签注）。下列
情形除外：证件过期重领、换发、补
发；法定不准出境人员；登记备案的
国家工作人员；户籍从非按需申领地
区迁来本市人员；未满16周岁申请
人，在非第一监护人（父母）陪同下办
理的；符合加急办理情形的。

车驾管业务：
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窗口用户

注册；开通互联网办理业务权限；引
导群众在线办理车驾管业务或拨打
11185办理车驾管业务。

治安业务：
养犬登记证、犬只标志牌办理。
证明出具：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更正类

证明《变更证明》；注销户口类证明
《死亡注销证明》、《参军服兵役注销
户口证明》、《出国（境）定居注销证
明》、《被判处刑罚注销户口证明》、
《重登/误登注销户口证明》；《亲属关
系证明》；《被拐儿童身份证明》；《捡

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非正常死
亡证明》；《临时身份证明》；《无犯罪
记录证明》；《居住登记证明》、《门
（楼）牌号变更证明》。

有望“异地化”可网约审核

成都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局教导
员杨鸿武告诉记者，需要提醒的是，
目前居民二代身份证的首次办理，只
能在户籍所在地辖区的公安机关办
理。但是下一步，他们将力争推出身
份证全面跨区异地申领、换领和补
领。对于成都市域外的来蓉人员申
领二代身份证的，成都将在目前部分
试点办证点的基础上，尽快推出全面
异地办理服务，其它服务事项在不久
的将来也能实现异地办理。同时，涉
及外地户口迁入和学生统一招录的
大中专学生迁户业务，仍然只能在各
个公安分局办证中心进行办理。

需要办理相关服务事项的市民，
可关注“成都公安微户政”公众号，先
网上预约，提交材料预审核，无需再
去现场排长队和多跑路。

新生儿入户申领护照…都能去派出所办了
9月11日起，成都136个“成都公安一站式服务办证点”正式运行

联 合 国 世 界 旅
游组织秘书长塔勒
布·瑞法依是个“中
国通”。他每年都要
来中国，去过桂林、
海南、北京、河南等
地，喜欢在各个场合
向世界推荐中国的
美丽。2009年10月，
塔勒布·瑞法依出任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秘书长，在过去 8
年时间内，他带领的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引领世界旅游发
展趋势，成为全球最
具影响力的旅游国
际组织。

9 月 11 日 ，成
都。在开完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预备会
议后，他赶来世纪城
和媒体见面。作为
全 球 旅 游 的“ 掌 门
人”，塔勒布·瑞法依
这样评价成都：“它
是中国最重要的城
市之一，也是最有活
力和激情的城市之
一。我可以作证，这
里的美食真的好吃，
给再多的介绍都嫌
不够。”

市内户口迁移、
新生婴儿入户、首次
申领普通护照、机动
车所有人用户注册
……这些涉及每个
人民生的事务，以前
必须分头去户政、出
入境、交警大队跑腿
办理，费时又费力。
现在福利来了！9月
11 日起，成都 136 个

“一站式服务”办证
点 正 式 启 动 运 行 。
服务范围覆盖5大类
31 项，包括户政、交
警、出入境、治安、证
明等，市民办业务将
更加方便快捷。

中国最有活力和激情的城市
全球旅游“掌门人”塔勒布·瑞法依畅谈成都印象

成都
印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殷航杨晨秦怡
摄影雷远东

“这里的美食真的很好吃，再多的介绍都不够”

这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塔勒布·瑞法依第二次来到成都。上
一次是2009年。时隔8年再来成都，
他感受到了这里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应该学习怎么说中文，这是大会
选择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的一个原因。”
塔勒布·瑞法依直言，在过去4-6年里，
中国的旅游业急速提升，“当中国提议举
办此次大会时，我们所有的成员国都表
示同意。”为何选择成都？他告诉记者，
首先是政府层面的推荐，其次受到了四
川省省长和成都市市长的邀请。

两次来到成都，这位游遍世界的秘

书长印象如何？“在我看来，成都是中国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最有活力和激
情的城市之一。”塔勒布·瑞法依说，这
里的人都非常有活力和激情，“我可以
作证，这里的美食，真的很好吃”。

事实上，世界旅游组织和成都交
情颇深。2006年，成都就曾获得过国
家旅游局与世界旅游组织授予的

“2006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殊荣。塔
勒布·瑞法依也表示，世界旅游组织和
成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我们在成
都也建立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监测中
心，给成都再多的介绍都不够”。

大会
意义

“会议给了成都一次机会，让其得到世界瞩目”

这是继财富论坛、G20财长峰会
后，成都再度举办如此高规格的盛
会。谈到此次大会带给成都的意义，
塔勒布·瑞法依称，要用长远发展的目
光来看待。“大会的参会人员非常多，
我们要关注到当他们回到自己国家后
如何推广成都，让更多人了解成都。”
他也指出，大会给成都提供一个机会，
得到世界的瞩目，同时也考验着成都
去把握机会，赢得游客。“我认为，这次
大会后，成都旅游业的定位将发生重
大变化”。

除了成都，塔勒布·瑞法依也谈到
中国的旅游。他说，对于讨论旅游业

相关的话题，中国是个再合适不过的
国家，“中国在各行各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旅游业也不例外。作为全球的第
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第四大旅
游目的地。统计显示，中国的国内旅
游市场位居全球第一，去年有44亿人
次选择国内游。”

近年来，旅游脱贫攻坚成为热词，
塔勒布·瑞法依也注意到发展旅游对
低收入群体生活改善的必要性。他
说，世界旅游组织也有旅游脱贫致富，

“我们有一个基金，专门致力于旅游脱
贫。我们力争在2020年，让全球17%
的人口通过旅游脱贫。”

一带
一路

“组织内很多计划都与‘一带一路’紧密相关”

第一届会员大会昨日举行
WTA世界旅游联盟成都“破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逢春
实习生多吉旺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晨 秦怡
殷航）在童声悠扬的《友谊天长地久》
中，9月11日WTA世界旅游联盟第
一届会员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也意
味着世界旅游联盟的正式成立。据
了解，该联盟是由中国旅游协会发起
成立的第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
府、非营利国际旅游组织，以“旅游让
世界更美好”为核心理念，以旅游促
进发展、旅游促进减贫、旅游促进和
平为目标，旨在增进共识、分享经验、
深化合作，推动全球旅游业可持续、包
容性发展。

据世界旅游联盟筹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世界旅游联盟主要机构包括
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联盟总部和秘
书处设在中国。“第一届大会在全球范
围内发起招募来自美国、法国、德国等
国的89名创始会员，联盟会员包括各
国全国性旅游协会、有影响力的旅游

企业、智库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
卸任旅游官员、旅游企业负责人和著
名学者等。”

对于联盟的发展，世界旅游联盟
筹委会主任、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
金早建议，世界旅游联盟，要以可持续
发展为导向。“而且要充分发挥旅游促
进发展、旅游促进扶贫的重要作用。
要坚持“旅游+”理念，推动旅游与相
关行业的融合发展，以互惠互利为原
则，实现合作共赢，并积极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
此外，世界旅游联盟筹委会副主

任段强在会上作了世界旅游联盟筹备
工作报告，世界旅游联盟筹委会委员
刘士军作《世界旅游联盟章程》（草案）、
《世界旅游联盟会员大会议事规则》
（草案）、《世界旅游联盟第一届理事会
成员提名名单》说明并提交审议。世
界旅游联盟标识也在大会中通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瑞法依畅谈成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