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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蜀水地，绿水青山处。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

水源涵养地，一直以来，四川肩负着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近
日，随着《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
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简称《实施意见》）的正式印发，美丽
四川的建设目标更加明确。

根据《实施意见》，到2020年，四
川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到2035年，
美丽四川建设目标要基本实现。到
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
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具体到规划上，《实施意见》对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八大战役”、扎
实推进土壤环境治理、推动形成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生态保护
与修复、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部署。

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
依纪依法严格问责、终身追责

各级党委、政府对本行政区域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生态环境质
量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这一
主体责任，再次在《实施意见》中得
到强调。

如何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实施
意见》明确，省、市、县三级要制定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把任务分解
落实到有关部门。各有关部门要履
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制定生态
环境保护年度工作计划和措施。各
市（州）、省直有关部门每年将落实
情况向省委、省政府报告。同时，建
立污染防治攻坚重点县清单，实行
省直部门、国有大型企业、科研院所
与重点县“一对一”结对攻坚。

在责任追究上，《实施意见》明
确，对年度目标考核任务未完成、考
核不合格的市（州）、县（市、区），党
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领导班子成员
不得评优评先。对在生态环境方面
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
得提拔使用或转任重要职务。对不
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违法违规审
批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对
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生态严重
破坏的，对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高发、
应对不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对生态
环境保护责任没有落实、推诿扯皮、
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依纪依法严
格问责、终身追责。

几天前的11月16日，第二届四川旅
游新媒体营销大会新闻通气会暨“坐动车
游雅安”推介会在成都举行。雅安市政府
相关领导作了雅安旅游专题推介，并向社
会各界发出“坐动车游雅安”的邀请。

“坐动车游雅安”的背后，是146公里
成雅铁路串起的一条新的“黄金旅游线”。
这条线上，有西岭雪山，有天台山，也有蒙
顶山，有街子古镇，有平乐古镇，也有上里
古镇……

邀请
推出5条线路

邀请“坐动车游雅安”
16日，第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

大会新闻通气会暨“坐动车游雅安”推介
会在成都举行。本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
销大会的主题为“大熊猫 大旅游 大融
合”，将于12月5日至8日在雅安举办，
雅安市政府是主办方之一，目的之一是
发展壮大雅安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加快
建设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

当天的推介会上，雅安市政府相关
领导将成雅铁路通车在即描述为“雅安
人民实现梦想的欢庆节日”“展现雅安
形象的最佳时机”，欢迎大家“坐动车游
雅安”。会上还推介了游玩雅安的5条
经典线路：熊猫家源·探秘之旅、世界茶

园·古道之旅、康养圣地·呼吸之旅、壮
丽山河·红色之旅、民族走廊·风情之
旅。

据介绍，在12月5日至8日大会期
间，不仅有开幕式、营销大会、推介会与
分享会，还有2018四川十大特色旅游
品牌网络评选活动、熊猫家源·美丽雅
安主题文化展演，以及旅游新媒体

“VR+旅游”体验展、雅安特色文旅产品
展、“滋润雅安-呼吸之旅”自驾游活动
启动仪式等配套活动。

幕后
1小时车程

串起新的“黄金旅游线”
16日的通气会，同时通报了成雅

铁路的相关情况。雅安市政府相关领
导表示，成雅铁路是雅安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条铁路，通车后成都到雅安仅需1小
时左右，将进一步缩短雅安与成都之间的
时空距离，对缓解雅安交通运输压力、带
动雅安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成雅铁路旅游产业的带动或不止
于雅安。记者梳理发现，成雅铁路不仅

串起了成都、雅安两个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途经的双流、温江、崇州、大邑、邛
崃、蒲江、名山一线旅游资源也极为丰
富。换句话说，将于2018年底前通车
营运的成雅铁路，串起了一条新的“黄
金旅游线”。

这条线上，从西岭雪山到天台山再
到蒙顶山，无一不是国内著名的山岳旅
游景区；从街子古镇到平乐古镇再到上
里古镇，无一不是川内极具代表性的古
镇旅游景区；从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到国
色天乡乐园再到碧峰峡野生动物园，无
一不是川内人气最旺的亲子乐园……
它们宛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如今终于
被串成了一条璀璨的项链。

举措
活动多优惠大

景区酒店“发福利”
如今，第二届四川旅游新媒体营销

大会正在紧张筹备中，组委会设立了7
个工作组全力推进。“我们正全力以
赴。”雅安市旅发委相关科室负责人表
示，除官方层面积极筹备相关系列活动

外，雅安市内各景区、各酒店甚至农家
乐，都针对成雅铁路通车制定了优惠政
策，凭本人火车票和身份证等便可享
受。

景区方面，碧峰峡风景区和野生动
物园门票均打5折，蒙顶山景区对组织
单次100人以上专列的旅行社，每人52
元的门票仅收取每人10元，同时给予
餐饮、茶水8折优惠。酒店方面，雅安
全市8个县区的酒店均有优惠，其中优
惠幅度最大的房间降了582元/晚，挂
牌价格打5折、3.5折的也有好几家。

“除门票优惠，今年将继续举办冰
雪节暨冰雪嘉年华等活动。”对于即将
到来的“动车旅游时代”，二郎山喇叭河
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活动正在紧
张策划和筹备中，力求在前两届的基础
上有所突破，以凸显亲子度假、康养运
动的特色，“景区已经统一了认识，必须
抓住这个机遇”。

“因为我们深有体会。”喇叭河景区
该负责人以去年底通车试运行的雅康
高速雅泸段举例说，今年以来，受益于
雅康高速的带动，景区接待人数、主营
业务收入均增长了70%到80%，黄金
周、避暑季、红叶节期间，人数和收入增
幅更是翻了一番，“而现在，新的机遇又
要来了。”

华西都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丁伟 李昕锋摄影报道

2018年成都市百强民营企业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蓝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唯品会(简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原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
成都三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友家私有限公司
川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山居世游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天邑康和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锦欣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舞东风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长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时代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中天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明珠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蜀虹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顺洁柔(四川)纸业有限公司
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基准方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中达成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达能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亨通光通信有限公司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纳爱斯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富通光纤光缆(成都) 有限公司
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都携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银鹭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环能德美环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金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兴粮油有限公司
成都前锋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品胜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菊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飘飘四川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徽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东方希望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红旗油脂有限公司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领益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汇利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旭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科美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方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蜀羊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华都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雷电微力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东骏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成都市优秀创业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宇 四川天乐信达光电有限公司

王涛 四川爱迪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王圆方 成都爱敏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王家福 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司

白如冰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伍大成成都济通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刘大勇成都博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刘仲承 成都赫尔墨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晴成都香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进成都先导药物开发有限公司

李良军成都卡诺普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陈钦波四川普拉恩管业有限公司

屈志四川维珍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周莉成都陆道原乡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钟翔宇成都鑫易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赵磊成都蔚然科技有限公司

姬建新成都华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郭亮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

黄建明顶呱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蒲竞超 成都谷道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出台实施意见：

2035年建成全国生态环境示范区

美丽四川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从西岭雪山到蒙顶山
成雅铁路串起黄金旅游线

雅安旅游集体“发福利”，邀请各界“坐动车游雅安”

要建设美丽四川，就势必需要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施意
见》聚焦于此，提出要通过优化空间布
局、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实
现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加快城市建成
区、重点流域的重污染企业和危险化
学品企业搬迁改造，在今年年底前，相
关城市政府就此制定专项计划并向社
会公开。同时，加快确定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在地方
立法、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
中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不符合不
衔接不适应的于2020年年底前完成
调整。

一方面，把结构调整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资源全
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到2020年，75%
以上的国家级园区和50%以上的省级
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资源循环利用
基地服务区域的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提高30%以上。
在推进清洁能源替代上，将

深入实施“气化全川、电能替代、
清洁替代”工程，加快建设国家清
洁能源示范省和“西电东送”基
地。鼓励研究推广清洁煤技术，
实施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区域
煤炭减量替代，严格控制新建、扩
建重大耗煤项目。科学有序开发
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电资
源。以民族地区风电基地和光伏
扶贫为重点推进新能源发展。建
设全国页岩气生产基地。

设环境保护投资基金
鼓励政府购买服务
实施治理保护

推进绿色发展，也包括发展
绿色金融。在《实施意见》中，加
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被明确，包
括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等金融产品。按规定在环境高风
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制度，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开展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
生态环境权益的市场化、资本化
试点，健全环境资源权益交易制
度，出台用能权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加快建设西部环境资源交易
中心。

同时，还将完善多元化投入
机制。在四川，要建立常态化、稳
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健全环
境保护税征收使用机制，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资金投入向污染防
治攻坚战倾斜，确保财政资金投
入与财力状况、经济发展实际相
适应，资金投入同污染防治攻坚
任务相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意见》
提出，要加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投入力度。探索组建省生态环境
保护投资集团，设立省生态环境
保护投资基金。推进社会化生态
环境治理和保护，采取直接投资、
投资补助、运营补贴等方式，规范
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对政府实施的环境绩效合同服务
项目，公共财政支付水平同治理
绩效挂钩。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和保
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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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绿色发展方式
加大重点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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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星期六。午后，大雾散去，雅安市区再迎冬日暖
阳，周边蒙顶山、碧峰峡、上里古镇也迎来了各路游客。再过不久，
随着成雅铁路通车营运，坐动车游雅安将成为新的旅游方式。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四川出台《实施意见》

上里古镇

喇叭河

蒙顶山

牛碾坪

“成雅铁路通车在即”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