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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班子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召开

对照党章党规全面查找问题
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落实

彭清华主持并讲话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开幕
据新华社西宁8月19日电 在第一届国家公

园论坛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论坛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
界人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实行了国家公园体制。三江源国
家公园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

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
产。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

习近平强调，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立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主题，深
入研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
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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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8月19日，省委常委班子召开对照党章党规
找差距专题会议，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对照
党章党规全面查找问题，动真碰硬抓好问题
整改落实，不断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纪
律意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
境界，更好担负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

使命任务。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是学习教育、检

视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
主动检视自我、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措施。
会上，省委常委班子集体学习了党章和《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省委常委同志重
点围绕党章党规和“十八个是否”对照检查、
逐一发言。发言中，大家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认真查找了

问题，又开诚布公对其他同志提出意见建
议，自警自励、咬耳扯袖，做到了见人见事见
思想。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对照找差距，深
化了对党章党规的理解认识，受到了一次深
刻的党性锻炼，达到了预期目的。

彭清华在讲话中指出，省委常委班子及
成员要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在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持续下功夫，把学习党章党规作为经常性任
务来抓，始终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始终

在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上作示
范当表率。要毫不放松检视分析，把对照党
章党规找差距与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问题结合起
来，把自己找与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等结
合起来，进一步找深找细找实问题。要继续
深化整改落实，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
终，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结
合专项整治和突出问题治理，结合对照党章

党规找差距发现的问题与巡视督查、调研发
现、群众反映强烈等方面的问题一体推进落
实，做到动真碰硬、真改实改、一改到底。要
认真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按照中央关于

“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
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为全省各级领导班
子和党员干部作出示范。

中央主题教育第十指导组有关同志到
会指导。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80后新力军名列前茅
这次投票将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为方针，聚焦文旅融合推进业态创
新，着力推进“文化+”“旅游+”“文旅+”，
通过线上线下的立体宣传，深入挖掘四川
文旅新内涵、新价值，推出一批有广泛影
响力的网红打卡地，推出一批群众满意度
高的文旅新地标、文创新品牌，推出一批
社会认可度高的产业发展领军人物，使文
旅发展更好造福一方百姓致富。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榜
单也颇为丰富，除了“四川十大文旅新地
标”，还有四大子榜单，既有引领作用的

“四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也有具有产业
效应的“四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还有展
示创意的“四川十大文创品牌”，更有全民
参与的“四川100网红打卡地”。

目前进入推荐名单的，均为四川省范
围内与文旅相关的、具有文旅代表性的建
筑物、景点、书店、剧院、街区、园区等标志
性地点或区域，从事文旅工作的资深行业
领军人物，有着深刻的文化与自然内涵、广
泛的影响力与认可度、丰富的时代记录。

截至目前，“四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
排行榜前八位分别是饺子、宋青山、李明
斌、樊建川、业丹、窦德鑫、邱伟、任丁。

“四川造”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
世》在这个夏天引爆院线，票房破40亿，
跃升中国影史第四位。作为《哪吒之魔童
降世》的导演，饺子以超高的人气位列榜
首。这位80后导演是四川泸州人，入选

“四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以宋青山、樊建川为代表的传统文旅

领军人物也名列其中。作为自贡文化旅
游的代表人物，宋青山带领团队正打造市
级重大项目方特恐龙王国、中国版侏罗纪
公园等文旅项目。

榜单中还有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
斌。在担任馆长以来，李明斌带领博物馆
举办了敦煌大展、乾隆特展等一系列优质
的展览，让逛博物馆成为成都人的生活方

式。成都博物馆新馆开馆近三年，观展人
数超600万人次。

到森林吸氧成新潮流
作为文旅新地标重要的子榜单，“四

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和“四川100网红
打卡地”也受到全民热议。

截至目前位列前十的名单中，“青白
江区文体中心”以超高人气名列第一。青
白江区文化体育中心位于青白江区凤凰
大道以南，以综合体形式规划布局，独立
分区、资源共享、联动融合，汇聚了文化
馆、图书馆、体育馆、游泳馆、室外健身场
地、艺术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中
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内容。

除了这样的便民文体中心，许多度假
型景区也深受欢迎。紧追其后的“半山七
里坪国际旅游度假区”，距成都约3小时车
程，距峨眉山高铁站约1小时车程，七里坪
森林覆盖率高达90%，周边共300多平方
公里森林，现已建成森林养生禅道、溪谷
栈道、景观大道、国际汽车露营公园、童话
主题酒店等大型康养旅游配套。

在城市中奔忙的现代人，利用假日到
森林吸氧似乎成为新的潮流。无独有偶，
除了森林覆盖率高达90%的七里坪，“四
川100网红打卡地”的榜单之首也是一座
森林公园。

“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四川东
坡故里眉山市洪雅县境内，占地面积98.8
万亩，距成都209公里，是国家级的森林氧
吧，也是我国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南大门。
瓦屋山早在唐宋时期就与峨眉山并称“蜀
中二绝”，被英国植物学家、探险家威尔逊
誉为“云霭之上一个巨大的诺亚方舟”。

网友也不独爱森林，排在第二的网红
地标是一处生态湿地。“凤凰湖国际生态
湿地旅游度假区”位于成都市东北部，是
集生态、休闲、观光、度假功能于一体的开
放式城市湿地公园，占地2040亩，汇集了

“林、溪、湖、花”四大特色景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当熊猫形象和社区、文创、客家文化
等元素碰撞，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8月1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成华区获悉，全国首个“都市
熊猫村”文创社区营造计划已在成都白
莲池街道菁华翠庭小区正式启动。

位于白莲池街道斧头山巷的菁华翠
庭小区，紧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和熊猫小镇项目，是成都市“熊猫之都”
项目北湖片区的核心区域，也是成都环
城生态区土地整理后，回龙、一里塘、狮
子3个社区居民返迁的集中居住区，共有
近2000户居民。

白莲池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菁华翠庭小区不光在地理位置上和大熊
猫有着“不解之缘”，而且从1987年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设以来，回龙、一
里塘、狮子3个社区居民为大熊猫迁地保
护作出了积极贡献。

“到今年8月，3个社区的居民搬迁到
菁华翠庭小区就满两年了，他们逐步适
应了城市社区生活，但新的社区情感和
社区文化仍在逐步形成中。”成华区白莲
池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北湖熊猫国
际旅游休闲区建设的大背景下，3个社
区逐步达成一个共识，即立足大熊猫、客
家文化等片区文化元素优势，通过社区
公共文化建设的方式，共同将菁华翠庭
片区营造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都市熊
猫村”。

今年6月，融合客家文化与大熊猫文
化的客家乡愁记忆馆在菁华翠庭正式向
居民开放。白莲池街道目前正依托客家
乡愁记忆馆，不断探索“大熊猫+客家”文
创型社区治理模式，把菁华翠庭片区打
造成全国首个“都市熊猫村”，为“天府成
都·文旅成华”培育新的文化地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四川十大文旅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新地标
评选活动评选活动

哪些地标将成网友心之所向？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
评选活动启动首日引热议

“都市熊猫村”是啥？
来成都这个社区看看

下载封面新闻
参与活动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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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心中的
“文旅+”投票

关于新文旅地标，你或
许还有别的想法？

立 即 下 载 封 面 新 闻
APP，为你心中的“文旅+”投
票！也可通过留言、上传图
片等多种形式，推荐自己心
中的“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
以及四大子榜单上的内容。

9月上旬，组委会将组织
权威专家，结合网络投票情
况（网络投票得分占 30%），
按照地标、人物、品牌、打卡
地各自的评选标准，进行认
真评选，最终产生“四川十大
文旅新地标”主榜单及四个
子榜单，并于 2019 年 9 月下
旬在南充隆重举行“四川十
大文旅新地标”颁奖典礼。

快来投票吧！让你心目
中的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
成为流量担当。

为增强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发展的
参与度和获得感，不断扩大四川文旅软
实力和影响力，2019年“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评选活动于8月19日开启，活动
上线首日便引发热烈反响。投票启动当
日，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在今日头条、腾
讯、新浪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推出，各
平台阅读量总计约380万，#四川十大文
旅新地标#话题阅读量超213万，视频播
放量58万。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由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主办，即日起至
9月中旬止，开展线上线下评选活动。

互 |动

在城市中奔忙的现代人，利用假日到森林、绿地吸氧正成为新的潮流。（资料图片）

孟宪实教授

趣解一代女皇
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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