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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展首次亮相西博会
四川文创产业迎来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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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化产
业 增 加 值 从
2012年的936.44
亿元增长到2016
年 的1323.78亿
元，2017年预计
超过1500亿元，
GDP 占比预计
达到4.1%，全省
文化产业整体
实力和竞争力
明 显提升。从
2012 年至今，8
家省属国有文
化企业总资产
达到 420 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
166.7亿元、利润
总额 10.6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9
月19日，记者从成都市青羊区获悉，
为确保全区“一卡通”专项治理工作
取得实效，让“一卡通”真正成为群
众“幸福卡”，青羊区纪委监委在前
期监督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各单位
开展“回头看”，做好治理的“后半
篇”文章。

截至目前，青羊全区已完成“一
卡通”情况统计清查工作，涉及18种
补助23881张卡，金额共计11780余
万元。在此基础上，青羊区纪委监委
还深入全区14个街道79个社区开
展“一卡通”发放及使用情况专题调
研50次，组织专项“回头看”督查检
查79次，发现问题11个，现已全部
完成整改。“对发现的问题，除了要按
规定处理和整改外，我们还在思考如
何管好用好‘一卡通’。目前，我们已
在研究制定‘一卡通’监督管理长效
机制，真正让‘一卡通’成为百姓的

‘幸福卡’、‘明白卡’。”青羊区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结合省纪委监委发布的《关于限
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告》，青羊区纪
委监委还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栏、户外
LED等形式，在全区开展再宣传、再
教育。监督检查组通过社区“坝坝
会”、社区廉情监督员等渠道，深入居
民院落收集情况和调研问题，确保知
晓率全覆盖，督促有违纪违法行为的
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主动说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监督
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一
律纳入问题线索台账，指定专人负
责，实行清单化管理，逐一核实情况、
定期销号。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肖洋 徐湘
东）“联通四海西博会，商机无限大凉
山。”9月20日，第十七届西博会在成
都正式开幕。当天下午，在凉山彝族
自治州投资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
凉山州共签约投资合作项目24个，
投资总额为330.08亿元。其中，第
三产业投资项目 17 个，投资额为
256.78亿元，占签约总额77.8%，首
次超过第一二产业。

凉山清洁能源富甲天下、生态旅
游资源绚丽多彩、绿色农业资源丰富
多样、战略资源高度密集，作为“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新格局的南向门户，
凉山还有着多重叠加的政策支持，加
上州内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完
善，凉山正成长为西部民族地区开放
合作新高地。

凭借这些独特优势，推介会上，
凉山共签约投资合作项目24个，投
资总额达330.08亿元，覆盖康养旅
游、农业、环保、化工、能源、教育等领
域。这些签约项目中，第三产业投资
项目17个，涵盖基础设施、教育、旅
游业和商务综合体等，投资额为
256.78亿元，占签约总额的77.8%。
第三产业投资项目、额度和占比与以
往相比都大幅提升，首次超过一产和
二产。大量第三产业项目的签约，将
进一步调整优化凉山州的经济结构，
成为凉山州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
动力、新支撑。

同时，凉山州还推出241个总投
资额为1815.76亿元的招商引资项
目，凉山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杨卉对其
中涉及生态旅游、现代农业、现代服
务业、基础设施等4类招商项目做了
重点推介。

首次在西博会参展的《四川画
报》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次他们
带来了自主开发的在线图片交易平
台——轩视界。该平台是新华文轩
旗下影像综合服务平台，也是中国西
部最大的正版影像资料库。

据介绍，他们的图库主要聚焦西
部区域，由用户生产上传进行交易，
该平台也是全省唯一由省版权局授
权的网站。“关于图片版权认定，以前
要填表，在版权局签字。”他介绍说，
如今平台和版权局将后台打通，一键

提交，实现在线交易。非常方便快
捷，再也不用担心版权保护的问
题。 目前，图库已经有上百万图片
资源。这种新颖的图片生产方式，也
成了现场参观的焦点。“我们的图片
适用方主要是机构媒体以及企事业
单位等。所以更针对的是专业观
众。”他告诉记者，以前也参加过类似
展览，但都是全省12家文化单位打
包参加，而此次展览是首次。“很新
颖，期待通过西博会偶遇到自己的潜
在用户。”

华西都市报讯（徐嘉 记者 殷航）
“工作形式化、表面化、口号化”、“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整改
不及时、不到位、效果差”……针对以
上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日前，成
都市新都区法院迅速在全院范围内
推开专项整治工作。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突出专项
整治的针对性，新都法院结合本院工
作实际，在成都市8个“规定”整治内
容的基础上，自查梳理出班子成员履
职尽责不到位、监督管理“宽松软”、
直接服务群众部门存在的作风问题
等4个方面的问题，一并纳入整治重
点。同时，明确整治措施、工作要求，
形成《新都法院关于开展不作为及

“懒散拖”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
案》。

此外，新都法院将专项整治与法
院党务、政务、审务工作有机结合，与
扫黑除恶、执行攻坚、审务督察整改
等重点工作同步推进，在整改质量和
效果上下功夫，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按
时间、按进度、按标准、按要求全面完
成。最后还要强化督查，院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采取随机检查、专项抽
查等方式，深入全院各部门开展监督
检查，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对发现在
审判执行工作中存在的不作为及“懒
散拖”问题及时进行处置，通过书面
通报、提醒谈话等形式督促专项整治
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9月20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简称西博会）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开幕。本次展览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规模为历届之最，90个国家

（地区）派代表团参展参会。西博会开幕首日，首次开设的四川文创展成为关注焦
点。包括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新华发行集团、峨影集团等8家国有企业，以及域上和
美等4家民营企业带来的巴蜀文化大餐，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好的文创产品，不仅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应当是有趣好玩的。四川文化企业
纷纷拿出“杀手锏”，以互动体验的形式与观展市民一同分享个中乐趣。

现场体验手作
引发80、90后共鸣
原本不起眼的铜、铁、铝和齿轮

等材料，在手工匠人的摆弄下，用螺
丝钉制作成了汽车、飞机模型、蜘蛛
侠等栩栩如生的摆件，惹来围观市民
的赞叹。不少人坐下来体验起了手
工制作的魅力。

“玩这些手作的人，都是童年时
受过动漫影响，做这个也是一种情
怀。”这是文旅企业域上和美集团本
次亮相带来的项目之一：《酱人》手作
APP。此次西博会原作者也来到现
场，与市民一起近距离体验手作的魅
力，“除了创意手作，还有手袋、皮艺
等创意产品。”域上和美集团工作人
员介绍。

当前，成都正致力打造世界文化
名城，文创产业也迎来又一个“春
天”，如何在文创浪潮中打造出特色
产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文创产业
重在创意和传承，在文化传承过程
中，做出符合当下社会群体审美和文

化需求的产品就是有意义的。“很多
80、90后在成长中都被欧、美、日、韩
等的动漫文化所影响，我们为什么不
能做自己国家的文化产品呢？”

24小时智能图书屋
人脸识别数秒完成借阅
全民阅读时代，你会选择怎样充

电？亮相四川文创展的“24小时智
能图书屋”或许为繁忙的都市人解锁
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不受时间所
限，无需任何证件，即可实现借还书
流程。

这是四川四原科技有限公司带
来的文创项目，这是国内首创的通道
式借还书机，集合了物联网、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和人像识别技术等于一
体。记者在工作人员介绍下也现场
体验了一把，完成注册后，从进入图
书室到选书、借书仅花费数分钟，其
中借书过程仅需几秒，“如果忘带证
件，人脸识别功能可以轻松完成借
阅。”工作人员介绍。

以文化大发展推动文化大
繁荣。数据显示，四川文化产业
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936.44 亿
元增长到2016年的1323.78亿
元，2017 年预计超过 1500 亿
元，GDP占比预计达到4.1%，全
省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
显提升。从2012年至今，8家省
属国有文化企业总资产达到420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66.7亿元、
利润总额 10.6亿元。

实施振兴四川出版战略，
2016年全省出版图书1.1万种、
同比增长8.4%，出版发行行业
营业收入 652.1亿元、同比增长
10.8%，出版业规模上升4位、居
全国第10，《红船》《我的1997》
《瞻对》等一批原创精品图书既
叫好又畅销。

实施振兴四川影视战略，推
动峨眉电影制片厂加快转企改
制，大力扶持城市和农村电影院
线发展。推出电影《兰辉》《天上
的菊美》《十八洞村》《家园》，电
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彝
海结盟》《我的1997》《索玛花
开》《天下粮田》，纪录片《邓小平
遗物故事》《二十二》《香巴拉深
处》等一批精品力作，不仅实现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还取得了较
高的市场收益。

振兴四川出版、振兴四川影
视取得可喜成绩，带动其他文化
产业门类和文化消费加快发展，
我省文化消费指数进入全国前
10，14家文化企业入选国家文
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单。

2018年，南充大木偶惊艳亮
相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
钟”。以熊猫、川剧、川菜、彩灯、
恐 龙、杂技等为代表的四川文化
产品和服务走出国门、遍布全
球。四川游戏产业增速和研发占
比均在全国前列，移动游戏用户
量达到2700万以上，成都成为中
国游戏产业重要的研发基地。

此次策展的有关负责人表
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四川
文化产业将大力聚焦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做大做优
做强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健全现
代产业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
态，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
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推动
四川高质量发展、治蜀兴川再上
新台阶作出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张想玲 秦怡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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