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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朱雪黎 黄
大海）9月22日，2017年四川省重大产业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在14个市州同时举行，共开工
371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1943亿元，年内
计划投资392亿元。

开工主会场设在宜宾，德阳、绵阳、自贡等

13个市州设立分会场。371个重大产业项目
涉及电子信息、重大装备、汽车制造、饮料食品
等领域。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项目59个、重大
装备产业项目41个、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项目
26个，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项目27个。大项
目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新材料产业化等领域。

全省371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大项目集中在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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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习近
平9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是一个系
统工程，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
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
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
谋好长远，强化需求对接，强化改革创新，
强化资源整合，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以点
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加快形成全要素、
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三五”国防科技
工业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十三五”期
间推进军事后勤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
意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
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法（试行）》，
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会议认为，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以来，我们贯彻落实

会议精神，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发布实施
《“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和
人防、交战、国民经济动员等专项规划，20
个省份出台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启动实施
首批41家军工科研院所改革，深化论证空
域管理体制、军品定价议价规则、装备采购
制度等改革方案，全面推开武器装备科研
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单位联合审查工作机
制。在全国范围推广军民大型国防科研仪
器设备整合共享、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两
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民口企业配套核心
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3项创新举措。

会议指出，国防科技工业是军民融合
发展的重点领域，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迫切需要。国防科技工业必须以军民融
合发展战略为引领，紧紧依靠国家科技和
工业基础，深深融入国家社会经济体系，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发展新
动能。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核心基础产品
和国防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完善国防
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武器装备体系化、
信息化、自主化、实战化发展。坚持深化改

革，积极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瞄准
各方反映强烈的矛盾和问题，坚决拆壁垒、
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
绊，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坚持优化
体系，扩大军工开放，推动军品科研生产能
力结构调整。坚持融合共享，加快技术、资
本、信息、人才、设备设施等资源要素的军
民互动，实现相互支撑、有效转化。

会议强调，后勤建设，军地通用性、互
补性强，军民融合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我
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完全可以在军
事后勤军民融合上大有作为。要确立现代
后勤就是军民融合后勤的理念，坚决破除
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的传统思维，主动把军
事后勤保障的力量之源扎根在经济社会发
展的土壤之中，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军事后
勤军民融合体系。瞄准短板弱项，主动利
用现代物流网络等布局完善、通达全国的
空间优势，成体系推进后勤军民融合发
展。积极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
术，创新保障模式，升级保障手段，提升后
勤保障质量和效率。充分利用后勤在仓
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方面的优势，更

好服务人民、服务社会。
会议指出，加大经济建设项目贯彻国

防要求工作力度，促进军地资源共建共享，
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事。各有关部门和地
方要高度重视，扎扎实实加以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贯彻国防要求是重中之重，我国
拥有丰厚的基础设施资源，要最大限度挖
掘利用、共建共享。在重大项目建设中，要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筹衔接、同步
建设，军民兼容、平战结合，需求明确、经济
有效”的原则，切实把重大项目贯彻国防要
求落实到位，实现一份投入多重产出。要
建立需求对接渠道，完善重大项目清单，加
快制定标准规范。

会议强调，要抓好体制机制建设，加快
建立纵向贯通、横向协同、顺畅高效的组织
管理体系。要抓好战略筹划，突出抓好新
兴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谋篇布局，积极稳妥
推进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抓好改
革方案设计，聚焦重难点问题，集中组织研
究，形成改革方案，统筹协调推进改革。要
抓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十三五”
规划》和委员会近期工作要点的任务落实，
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落地见效。 据新华社

军民
融合
科研院所改革

启动实施首批41家军工科研院所改
革，深化论证空域管理体制、军品定价议
价规则、装备采购制度等改革方案，全面
推开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与装备承制
单位联合审查工作机制。

3项创新举措
在全国范围推广军民大型国防科研

仪器设备整合共享、以股权为纽带的军民
两用技术联盟创新合作、民口企业配套核
心军品的认定和准入标准3项创新举措。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

向军民融合发展重点领域聚焦用力
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

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
河长制“入法”

修订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后，充分听取人大代表、专
家学者、基层执法部门、排污企业、监测机
构和社区居民等各方意见，征求省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和办事工作机构、各市州人大
常委会和省级有关部门意见，此次“二审”
的内容有很多修改。

“修订条例作为我省环境保护基础性
法规，主要补充完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
衔接修改后的环保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史志伦介
绍，修订条例强化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对排污企业的监管，细化了环保信
息公开的内容，加大了惩处和责任追究力
度。

在环境保护督察、监察和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基础上，建立
环境保护问责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
身追究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河长制”入法，写进修
订条例，“省、市、县、乡建立河长制，分级分
段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水库
等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

污染监测、污染治理的数据信息等向
社会公开作出的具有可操作性规定，是修
订条例的最大亮点。细化了省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
报，省、市（州）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确定并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
法公开的环境信息，包括环境质量状况、环
境监测状况、环境行政执法情况、环境违法
者名单及环境违法典型案例等。

中高考期间居民区制造噪声
个人顶格处罚500元

此条例加大了环境违法处罚力度。
中、高考期间在噪声敏感区域从事产生环
境噪声污染活动的，拒不改正，对个人处

500 元的罚款，对单位处 20000 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噪声敏感区域指居民
楼、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筑物内，以及居民住宅区、学校、医
院、机关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周围。

此外，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从
事金属加工、石材加工、木材加工等活动
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排放标准的，逾期不
改正，对单位处10000元以上30000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罚款。

修订条例增加了对重点排污单位不
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环境信息的责任，面
临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处罚。重
点排污企业应当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
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
况，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环
境信用等。

该条例还明确了信用惩戒责任和连带
责任；地方各级政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保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包
庇，或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的决定
而没有作出的，或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
而没有公开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记过、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一旦造成严重后果，则撤职或者
开除，且其主要负责人当引咎辞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 提高违法成本

四川环保新规获表决通过明年起实施

9月22日上午，四川省第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举行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四川

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以下称修订条例），
拟定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此次修订对条例作了较大调整，不仅明确
了政府各部门的环保责任、细化了管理制度、
强化了监管手段，还对土壤、噪声、畜禽养殖等
环保薄弱领域增加了污染防治规定。特别加
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明确规
定有8种情况发生时，相关负责人面临记过或
撤职等处分。

环保
问责

9月6日，成都又见远山，蓝天白云刷爆朋友圈。刘陈平 摄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刘
佳）9月22日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闭幕。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东明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光
志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长尹力向省人大
常委会提出的任免案，决定任命彭宇行、
尧斯丹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就业创业
促进条例》《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修
订）》，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废止〈四川省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条例〉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
规定》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四川省计量监
督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过了四川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成都市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达州市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泸州市物业管理
条例》《泸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自贡市物业管理条例》《广安市集中
式饮用水安全管理条例》《乐山市中心城
区绿心保护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
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四川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
举问题的决定》《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个别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表决通过
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接受王铭晖、刘捷辞去四川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此前，王铭
晖已任四川省委常委、秘书长，刘捷已任
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举
行了宪法宣誓和颁发任命书仪式。

（下转02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闭幕
决定任命彭宇行尧斯丹为副省长

制图 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