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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P07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强调，要聚
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要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始终
保持对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主 任：邹吉祥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平 石 敏（社科界） 平志英（女） 孙颖杰（女） 杜 波
李恩华 李殿璞 沈才洪 张 颖 金跃良 周红民 周道平
郭春英（女） 黄天德 雷开平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武（女） 万 琳（女） 马新华 王 杭（女） 王 健
王毅峰 龙 淼 刘远东 刘建国 许晓辉（女） 农有良 苏呈祥
杜卫红 肖剑书 何 群 何光伦 张 宏 张 宽 张国林
陆 华（女） 武晓鹏 欧 兵 罗友平 罗凉清 底 瑜 赵建中
荆小庆 胡兆舜 胡景寿 饶建华 郭 勇 唐 萍（女） 唐先洪
黄 莉（女） 黄艺竹（女） 寇恩培 曾 涛（女）

一、主席团常务主席（共11人）：
柯尊平 崔保华 钟 勉 张雨东 王正荣 赵振铣 陈 放 林书成
欧阳泽华 祝春秀（女，彝族） 王建军

二、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
柯尊平

三、副秘书长（共5人）：
王建军 蒋天宝 李晓骏 刘 坪 王元勇

一、主席团成员（共9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彬 王元勇 王正荣 王泽平 王建军 王顺洪 王晓贤 王嘉恩
毛 凯 石岷嘉（女） 平志英（女） 叶智英（女）
甲登·洛绒向巴（藏族） 史红平 付 斌 尼玛木（藏族） 成 甦
朱 玲（女） 朱世宏 朱晚林 向 秋（藏族） 刘 进 刘 坪
刘 琪 刘仁勇 刘国强 江 云 孙颖杰（女） 杜兰举 李 伟
李仲彬 李华锋（女） 李京平（土家族） 杨文泉 杨冬生 杨吉贵
杨伯明 杨程富 肖 春 肖剑书 吴 琳 吴文发（彝族） 吴兆军
吴孟强 吴显奎 邱成平 邹吉祥 沙福权（回族） 沈光明
宋良华（女） 张 迅 张 红 张 荣 张雨东 张国林
张明心（女） 陈 放 武晓鹏 林书成 欧阳泽华
欧阳梅（女，羌族）卓藏仓·嘉木样格勒永登加措（藏族）罗先刚 罗崇巍
周敏谦 底 瑜 郑学炳 赵川荣 赵建中 赵振铣 赵德义 郝士权
郝德恒 柯尊平 钟 勉 钟家霖 香根·边玛仁青（藏族）
姜 怡（女） 祝春秀（女，彝族）姚 进 姚 斌 姚其清 袁 冰
聂文强 夏华祥 唐 萍（女） 黄 莉（女） 黄远成
曹 晖（女） 崔保华 寇 纲 彭学松 景世刚 傅宗洪 释素全
褚良银（土家族） 蔡 竞 蔡明威 戴晓雁

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柯尊平

三、秘书长：
崔保华

成都平原经济区
旅游总收入超过5700亿元

2017年，四川共接待国内游客
6.69亿人次，接待入境游客336.17万
人次，同比增长9.9%，实现旅游外汇
收入14.47亿美元，同比增长16.7%。

游客们都喜欢去四川哪里玩？
多位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跟团
游上，四川的众多世界自然、文化遗
产和5A级景区，是游客的首选。在
自由行上，成都是整个四川最受游客
青睐的城市。此外，乐山、宜宾、绵
阳、康定等地也受到游客追捧。

从数据上看，去年，成都的旅游
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大关，接待游
客超过2.1亿人次。乐山紧追其后，
其旅游总收入达769.02亿元，接待
游客的数量超过5000万人次。排
名第三的是宜宾，旅游总收入为
538.72 亿元，接待游客同样超过
5000万人次。

从增速上看，德阳的旅游总收
入增速最高，超过50%。其次为泸
州和阿坝州。

四川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从区域来看，成都平原经济区旅
游总收入超过5700亿元，占全省旅
游总收入的一半多。川南经济区和
川东北经济区的旅游总收入占全省
比例均超过15%。

川人出境最爱泰国
越南和日本游分列二三位

截至去年12月31日，四川共拥
有104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
五大洲。而四川的耍家们，也通过
这一条条架在空中的“丝路”，前往
了各个心仪已久的旅游目的地。

统计显示，截至去年11月底，泰
国依旧是川人跟团前往最多的旅游

目的地，其次为越南和日本。在排
名前十五的出境游目的地中，有6个
国家和地区同比出现跌幅，其中韩
国跟团游跌幅最高，同比跌近八成。

作为川人的“后花园”，泰国常
年高居川人出境游排行榜第一位，
去年也不例外。据统计，2017年前
11月，超过41万川人通过跟团的方
式前往泰国旅游，同比增长11.5%，
平均每月有近4万名川籍游客赴泰。

除了泰国，越南和日本位居川
人出境排行榜第二、三名。两个目
的地的四川游客均超过了10万人 。

值得关注的是，在排行榜中，菲
律宾排名第八，但其增速位居第
一。和 2016 年相比，其增速达
204.9%。一位常带团前往菲律宾的
领队认为，增速暴涨的原因或与直
飞航线的开通有关。

旅游扶贫初显成效
509个旅游扶贫重点村退出

全域旅游时代，四川旅游发展
走势如何？

四川省旅发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全域旅游的推动下，四川着力发展
乡村旅游，通过旅游经济带动脱贫攻
坚，且成效明显。数据显示，去年全省
实现乡村旅游收入2283亿元，同比增
长13.3%，省级旅游发展资金重点支
持86个县实施旅游产业扶贫，占全省
有扶贫任务县的54%，计划摘帽县14
个，509个旅游扶贫重点村退出，带动
3.7万户贫困户12.6万贫困人口受益，
占全省108.5万脱贫人口的11.6%。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 陈婷）豪情满怀进入新时代，
凝心聚智迈步新征程。1月24日上
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开
幕。大会期间，800多位新一届省政
协委员将深入协商议政，认真履行职
能，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贡献智
慧力量。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
常务主席和开幕大会执行主席柯尊
平、崔保华、钟勉、张雨东、王正荣、赵
振铣、陈放、林书成、欧阳泽华、祝春
秀、王建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王东明、尹力、邓小刚、舒清友等
四川省、西部战区和十一届省政协领
导在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865人，实到
834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开幕。开幕大会由柯尊平主持。

受省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委托，崔
保华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我
省砥砺奋进、拼搏实干的五年。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共四川省委团
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改革创新、锐
意进取，深入实施“三大发展战略”、

奋力推进“两个跨越”，治蜀兴川各项
事业迈上新台阶。五年来，省委切实
加强领导，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
主动、各方参与的良好格局进一步形
成，全省政协事业实现新发展。

报告指出，在省委的坚强领导和

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下，十一届省政
协及其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
省第十次、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围
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准政协性

质定位，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
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充分发
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
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四川作出了积极贡献。

报告回顾了五年来十一届省政

协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三大职能所开展的工作：强化
政治引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助推脱贫攻
坚和全面创新改革；践行新发展理
念，协力加快经济强省建设；坚持履
职为民，着力促进民生改善；强化统
战职责，为推进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凝
聚力量；弘扬民主精神，增强政协协
商民主实效；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
升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报告指出，
五年来，十一届省政协在继承中发
展、在发展中创新，最重要的经验和
体会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
党领导，必须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
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必
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必须坚
持大团结大联合，必须注重协同互动
推进工作，必须注重发挥委员作用。

报告强调，中共十九大描绘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
蓝图，吹响了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号角。省委
作出了“一个愿景、两个跨越、三大发
展战略、四项重点工程”的战略谋划，
展现了四川发展的美好前景。省政
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在中共四川省委坚强领导

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贯彻落
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
二次全会精神，坚持团结民主主题，
坚持省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
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调查研究，有
效协商议政，务实献计出力，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四川团结奋斗。

受省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委托，陈
放向大会报告提案工作。

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
就座的还有：王雁飞、范锐平、王宁、
田向利、曲木史哈、甘霖、黄建发、王
铭晖、姜永申、陈光志、黄彦蓉、黄新
初、彭渝、刘道平、李向志、刘作明、
张东升、杨兴平、叶壮、杨洪波、彭宇
行、尧斯丹、张作哈、李登菊、陈文
华、刘捷、邓川、翟占一、罗布江村、
唐坚、王树江、冷志义、曹善贵、宗永
祥，省老同志何郝炬、冯元蔚、廖伯
康、杨岭多吉、谢世杰、聂荣贵、宋宝
瑞、张中伟。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省级统战
系统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不是十二届
省政协委员的市（州）委统战部长和
县（市、区）政协主席、十一届省政协
专委会主任，部分海外侨胞、台湾同
胞等列席会议。外国驻蓉领馆官员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蓉经贸办
负责人等旁听会议。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王东明尹力邓小刚舒清友到会祝贺柯尊平主持

崔保华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陈放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副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提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18年1月24日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2017年 6.69亿人次游四川
旅游总收入8900亿元，其中6市州突破400亿元大关

成就
我AI四川 作为全国的旅游资源大省，2017年四川旅游成绩如何？

1月24日，全省旅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四川的旅游成绩单也随之出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去年四川共接待国内游客近7亿人次，达到6.69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超过8900亿元，离万亿产业仅一步之遥。

数据显示，2017年四川共有6个市州的旅游总收入突破400亿元大关，而前年为4
个。它们分别是成都、乐山、宜宾、绵阳、南充和泸州。从增速上看，德阳的旅游总收入
增速最高，超过50%。其次为泸州和阿坝州。

1月2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开幕。 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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