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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31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安、
乐山、内江、泸州、资阳、宜宾、自贡、巴中、广
元、广安、南充、眉山、德阳、达州、绵阳

1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8—108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17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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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至29日，成都黑螺艺术空
间将演出现代舞剧《时轮》；

6月28日至29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开心麻花舞台剧《牢友记》；

6月29日晚，费玉清告别演唱会将在
五粮液成都金融城演艺中心举行；

7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芭蕾国家
剧院儿童版《天鹅湖》将在绵阳绵州大剧
院演出；

7月18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剧《恋爱吧！
人类》；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斗
法》；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近日，高新
区芳草街街道在新能社区沙子堰中巷开展了
第四届成都城市河流文化节。活动紧扣“清
源水墨上 廉韵自善来”党风廉政文化主题，
对千百年来成都河畔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
动人故事进行改编，结合时代要求，组织党
员群众创作了一批廉政文艺作品，通过具有
浓郁地方特色的三句半、书画作品、工艺品
等向市民进行展示，增强了河流文化与廉洁
文化的教育感染力和吸引力，达到了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看着一条条党员群众创作的关于河与水
的名言警句，芳草小学教师感悟道：“我们在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睹物思人、观景思廉，举
首回眸之间，驻足凝思之际，廉韵氤氲；不知
不觉中，德润心田、见贤思齐、清正廉洁、向善
向上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党员李宪役在共创交流会上分享：“三岁多
的孙子最近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让我往杯中
的清水慢慢地滴入一滴黑的、红的或蓝的墨水。
那墨水缓缓沉入杯底，犹如一朵盛开的花慢慢地
扩散，直至整杯纯净的水变成各种颜色的水。
有一天，他突然问‘外婆，你能不能再帮我把这
杯水变回去？’细细品味，腐败的思想就像这滴
墨水，一旦滴入水中就无法阻止它的蔓延、扩
散。原来‘人生如水，一滴墨足以改变本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近
日，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发展局以产
业规划及课题研究为突破点，强化对
权利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探索服务采
购全流程风险防控。

课题研究服务性项目具有专业性
强、效果有待长期验证的特点，因此，
项目验收标准确定具有难度。若实
施项目前存在招标文件编制不规范、
信息公开不到位，可能带来“暗箱操
作”的风险。若实施过程中存在评审

人员管理不规范，可能给客观公正评审
造成风险。若项目履约验收环节把关
不严，可能造成服务价高质劣的风险。

为保证采购全流程公平公正，确
保项目实施效果可控、过程透明、风
险最低，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局严把
过程关，围绕“三个坚持”，确保全程
高标准监控、高质量验收。

一是坚持把参与者放在风险管
控首位。强化参与者的廉政教育，通
过廉政教育提醒和规范制度培训，强

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是坚持把采购过程“透明化”

“公开化”。强化项目采购过程监督
制衡，规范从项目立项、供应商招标、
项目评审到项目结题等全过程公开，
对各项信息依规挂网公告，避免出现
权力监管真空。

三是坚持通过机制创新促进风险
管控。探索建立项目效果评估机制，以
项目效果为导向，确保项目高质量完
成，从而实现项目资金高效使用。

清源水墨上 廉韵自善来从探索服务采购全流程风险防控
看成都高新区抓党风廉政

多云间阴，早晚有阵雨
偏北风1-2级

超级大乐透第 19069 期全国销售
277867343元。开奖号码：08、22、23、33、
34、04、06，一等奖基本 13 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
二等奖基本76注，单注奖金664345元，追
加37注，单注奖金531476元。三等奖139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
定》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
4409347603.6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61 期 全 国 销 售
16056826元。开奖号码：997。直选全国
中奖19444（四川92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10118（四川741）注,
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0 注。
17340515.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61 期 全 国 销 售
10523678元。开奖号码：99736。一等奖
23注，单注奖金10万元。260009693.5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实录（下）

七十载砥砺奋进 新时代再铸辉煌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把服务保障农民工
作为战略性工程来抓

把农民工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重要力量来培养

凤凰卫视记者：四川省是一个劳
务输出大省，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
就超过 2000 万人，在保障农民工权
益、吸引农民工回乡创业方面，四川
做了怎么样努力？下一步还有哪些
大的举措？

彭清华：感谢你对四川农民工工
作的关注。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也
是一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根据统计，
全省农民工共有2500万人左右，其
中省内务工的有1400万左右、省外
近1100万。这些农民工远离家乡，
告别亲人，走进城市，吃苦耐劳，为我
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工业化、城
镇化和乡村振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贡献，理应受到党和政府更多的
关心关爱，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我也是在农村出生和长大的，深
知农民工的艰辛和不易。我到四川
工作之后，始终把服务保障农民工作
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来
抓。去年，四川省党政代表团到广
东、浙江考察学习，这两个地方都是
川籍农民工务工的大省。根据有关
部门统计，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务
工的川籍农民工有数百万人。我们
在广州专门召开农民工座谈会，听取
他们对家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杭
州专门看望了川籍农民工代表，表达
家乡人民对他们的问候和牵挂。省
委要求各有关方面带着强烈的责任
和深厚的感情，做好农民工服务保障
工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强农民
工服务保障的16条措施和促进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22条措施，帮助他们解
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说，农民工在
外地务工最牵挂的事情是什么？是
家里孩子的教育、老人的照顾。我们
有责任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让他们在
外面能够安心打拼。到了春节，农民
工最突出的困难是什么？是一张回
家的车票。我们就动员各个部门在
农民工集中的地方设立服务点，组织
专列专车帮助他们顺利回家过年。
去年春节，全省一共组织了4万余班
次专列专车，为100多万农民工提供
服务，让家在边远山区的农民工也能
平安回家。春节期间，我们还组织基
层干部、工作队员走访看望了1370万
返乡农民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
为他们排忧解难。春节前夕，省委、
省政府向全省外出农民工及家属发
出慰问信，并把农民工代表请来一起
座谈，吃团圆饭，表达党和政府的关
心关爱、家乡人民的亲情温暖。目
前，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达到了67.6
万人，创办企业17万多户，实现总产
值近4000亿元，带动就业210余万
人。实践证明，农民工不仅是国家工
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实施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今年以来，我们进一步加大了农
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统筹力度，在全省
建立农民工服务网站，向川籍农民工
和外来农民工提供各种就业信息服
务，在农民工集中的地方设立农民工
服务中心，积极解决农民工家庭老
人、孩子照顾问题，帮助他们解除后
顾之忧。积极在农民工中物色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和村基层干部后备人
选，解决村级组织后继乏人问题。我
认为农民工是未来村基层干部的主要
来源，因为他们出去经受了磨炼，见到
了世面，增长了才干，他们就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中能扛大梁的新型农
民。我们正在建立机制，把他们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来培
养。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农
民工返乡创业，让他们在回报家乡中
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生活将更安逸更美好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四
川自古被称为“天府之国”，也是中华农
耕文明的发源地和重要的代表地之一，
可以说农业是四川的底色和招牌。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请问四
川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方面，这些年都
做了什么，未来有哪些打算？

尹力：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四川
的赞誉。的确，四川农业生产历史悠
久。今天的四川，也是全国农产品生
产和消费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十分

关心四川农业发展，多次强调要擦亮
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近年来，四
川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主要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
展。耕地是农业之基，我们严守全省
9448万亩耕地的红线，确保粮食安
全。突出“优、绿、特、强、新、实”，着
力培育川菜、川猪、川茶、川药、川竹
等“川字号”优势特色产业。现在大
家一提到川菜，无论是四大名菜、八
大名菜、十大名菜，川菜都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喜欢
吃麻辣的川菜；川猪，现在年出栏量
近7000万头；川茶，四川是我国种植
面积和产量居前位的省份；川药，四
川的中药材，在全国有49种被称为道
地药材；川竹，四川也是竹子种植生
长面积全国最大的省份。同时，大力
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目前全省建
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个，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13个，现代农业产业基
地4200多万亩。我们高度重视农产
品质量安全提升，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近3年来
持续下降，四川的柑橘、猕猴桃、柠檬
等一大批名优特新、无公害的绿色农
产品，在各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我
们也大力发展现代种业、智能农机装
备制造等支撑产业，整体提升现代农
业发展水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到58%。我们追求的农业高质量发
展，不仅仅是“量”的保障，更重要的
是“质”的提高。

第二，全面开展“美丽四川·宜居
乡村”建设。四川农村的区域比较
广，农村户籍人口接近6000万，有4.5
万个行政村。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让群众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是农村发展进步很重要的一个问
题。我们大力推进“美丽四川·宜居
乡村”建设，把垃圾、污水、厕所“三大
革命”作为主攻方向，根据省内平原、
丘陵、山地等不同地形，按照人文、旅
游、生态不同类别，分别确定整治标
准和建设内容，着力整体提升村容村
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重
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注重百年、千
年大树的保护，我们准备以立法的方
式对它们进行保护。我们通过这些
工作，让群众不仅能够看到一个青山
绿水的美丽农村，而且更能够感受到
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

第三，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四川
是我国农村改革的策源地之一。进
入新时代，四川农村改革更需要发扬
敢为人先的精神。目前，全省有4个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有15项试验成
果已经转化为中央相关文件的政策
举措，还有不少的改革经验也成为了
全国农村改革的样板。我们积极深
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确权颁证工作基本完成，4.3万
个村完成了清产核资，农民专业合作
社现在已经有近10万个。

第四，大力促进农民工创新创
业。刚才，彭清华书记已经作了系统
全面的介绍，可以说近几年川籍农民
工返乡创业呈蓬勃发展态势，累计大
约有67万人回乡发展，创办的企业有
17万户，已成为了全省发展一个新的
动力，不仅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
促进了农村面貌的改善。

四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四川农村发

展仍很不平衡、很不充分，乡村振兴
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下一步，我
们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
针，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到2020
年确保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
年，全省还将召开县域经济发展大
会，出台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
政策措施，着力加强现代农业园区建
设，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加快发展现代
农业；着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加强
路、水、电、气、宽带等“五网”建设，全
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发展
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普
及基本公共服务；着力加强农村基层
党组织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着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四
川·宜居乡村”，让人们在农村生活得
更安逸、更美好。欢迎记者朋友们到
四川的农村走一走、看一看。

让“诗”和“远方”融为一体
“你追我赶”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我们了解到四川
不久前召开了文旅发展大会，率先对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作出了部署。
请问，四川在推动文化和旅游的融合
发展上采取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措
施？取得了哪些成效？

彭清华：你提这个问题我非常高
兴回答，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把四川
的文化旅游推介一下。但是由于时
间关系，我只能作简要回答。

提到四川，人们通常会想到两个
词，一个是“天府之国”，一个是“熊猫
故乡”。这里我还要给大家讲古人的
两句话，一句是“文宗自古出巴蜀”，
讲四川的历史文化、英才辈出。历史
上很多文人墨客出生在四川或者居
住在四川，很多古今传诵的优秀作品
也出自四川。第二句是“天下山水之
观在蜀”，讲四川的自然山水、风光无
限。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地方，有的
是独一无二的。2018年2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川视察时讲“四川是个好地
方”，要求我们“绽放四川独特的自然
生态之美、多彩人文之韵”。

这些年，四川在文化旅游方面有
很大的发展，总体实现了由文旅资源
大省向文旅经济大省的跨越。去年，
全省旅游总收入达到10112亿元，文
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1700 亿
元，文旅产业跨上了万亿级产业台
阶。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
假期，四川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总收
入都在全国名列前茅。

怎样推动四川文旅产业发展？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一
个目标，就是要建设文化强省和旅游
强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很重要的
就是要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诗”和

“远方”融为一体。古人讲，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文化，
行万里路就是旅游，古人就让“诗”和

“远方”融合起来了。
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召开

全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出台了系列
政策文件。我们将围绕文旅融合，进
一步优化完善全省文化旅游发展格
局，打造一些标志性文旅品牌，推进
业态创新，做大做强市场主体，推进
重点设施“补短板”。我们将突出抓
好大九寨、大峨眉、大熊猫、大香格里
拉、大贡嘎、大竹海、大灌区、大蜀道、
大遗址以及茶马古道等“十大”世界
级文化旅游精品建设。这些可能大
家都有印象，大香格里拉的稻城亚丁
现在成了“网红”之地；大贡嘎的贡嘎

雪山海拔7500多米，在高原藏区；大
竹海主要在川南，是全国主要竹产地
之一；大灌区主要是都江堰，2000多
年了，至今泽被成都平原，是人类水
利工程史的奇迹；大蜀道主要在川东
北，部分路段至今保留完好；大遗址
包括三星堆、金沙遗址，也包括汶川
大地震遗址；茶马古道也是我国西部
地区重要历史遗存。我们还要打造
红军长征路和川藏公路黄金旅游
线。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经时间最久、
走过路程最长、经过地域最广、经历
战役最多的地方；当年十八军进藏，
修建川藏公路的英雄壮举可歌可
泣。总的来讲，我们还要擦亮三星
堆、九寨沟、大熊猫这些金字招牌，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九大”。力争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四川建设成为
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文化高地
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机制，就
是创建天府旅游名县。在这次全省
文旅大会上，命名了10个天府旅游名
县，还确定了30个候选县。以后每年
经过竞争评选和严格考核，从30个候
选县中再命名10个天府旅游名县，再
从其他县增补10个作为候选县，滚动
发展。对已经挂牌的和进入候选名
单的，我们将在资金、项目、政策等方
面给予特殊支持，对考核不合格的也
要建立退出机制，形成“你追我赶”推
进全域旅游发展的生动局面。最近
几个假期里，这些天府旅游名县都成
了人气很旺的地方，希望大家有机会
也去看看。

保持适当增长速度
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中国日报社记者：刚才主题发布
时提到去年四川 GDP 总量超过了 4
万亿，经济增速是8%，请问对今年的
经济总量以及增速有一个什么样的
预期？

彭清华：去年全省经济增速是
8%，总量达到40678亿元。今年一季
度增速是7.8%，比去年有所回落，但
与去年四季度相比是持平的，目前还
稳定在这样一个水平。我们要切实
做好稳增长工作，保持适当增长速
度，这对于相对后发展、欠发达的西
部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要更
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结构调
整，不光看增长速度，还要看经济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

彭清华：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
的光临和大家的提问。从这些问题
可以看出大家对四川特殊的关心、关
注和关爱。建国以来四川发展取得
的成就，都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
果，也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分不
开。今天，四川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要
求，我们将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
不移、埋头苦干，深入践行新发展理
念，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创造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四川是天府之国，也是红色热
土、金色宝库、绿色家园，被称作是一
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我在这里
诚挚邀请大家到四川走一走、看一
看，多对四川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谢
谢大家！

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整理

峨眉山金顶。据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省发展成就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