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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32个国家
外宾总人数超过300名

32个国家、43个国际友城、超过
300名外宾……他们都是与四川交好
的伙伴，不远千里而来。在国际朋友
圈中，这些数字也意味着四川的国际
影响力。

此次与会的重量级外宾，包括荷
兰林堡省省长特奥·博文斯、俄罗斯鞑
靼斯坦共和国总理佩索申、俄罗斯楚
瓦什共和国总理莫托林、泰国素攀武
里府府尹倪密、泰国呵叻府府尹威晨、
尼泊尔第五省省长博克瑞尔、克罗地

亚奥西耶克省省长阿努西奇 、日本山
梨县副知事若林一纪、巴西伯南布哥
州副州长卢西亚娜·桑托斯、波兰罗兹
省副省长巴雷瓦、奥地利上奥州副州
长哈珀朗德、捷克中捷克州副州长加
步列尔·科瓦奇、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区
副主席奥尔特拉、菲律宾班诗兰省副
省长马克、南非普马兰加省议会副议
长普林斯、西班牙卡斯蒂亚拉曼查自
治区副主席马丁内斯、罗马尼亚阿尔
杰什省副省长西蒙娜、巴基斯坦旁遮
普省首席部长助理赛义德、俄罗斯巴
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副总理塔热季诺
夫，以及荷兰前副首相兼经济农业与

创新大臣马克西姆、西班牙驻华大使
拉法尔、克罗地亚驻华大使达里欧等。

为了让朋友们不虚此行，好客热
情的四川设计了丰富的议程。如国际
友城省州长论坛，能源与基础设施、科
技与创新、“三农”、贸易与物流、文化
与旅游等5个专项分论坛，以及开幕
式、嘉宾合影、欢迎宴会、省领导会见、
图片展、友城代表团市（州）参访考察
及专项对接、中医药展示和体验等系
列活动。

利用友城资源
系列合作成果即将发布
国际友城资源能为四川带来哪些

好处？
据悉，本次论坛将发布《国际友城

合作与发展四川倡议》，提出要加强友
城建设，深化友城交往，扩大友城合
作，共同构建和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
友城关系，对于四川开放发展具有积
极和深远的影响。

在产业合作方面，论坛将发布“一
带一路”国家（地区）能源与基础设施
合作的四川倡议，构建有效多边融资
平台，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推动国际友城间产业发展规划的相互

兼容、相互促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地区）人民带来经济与社会福祉。

在旅游合作方面，论坛将发布“国
际友城文化和旅游联盟”倡议书，加强
四川省以及省内城市与其国际友好省
州（城市）间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务实开展文化交流，为实现游
客互送开辟新渠道。

此外，美国犹他州首次发布中文
州长公告，表示将与四川加强可持续
发展和国家公园管理方面以及科技
创新和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乌兹
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将与四川旅游
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就旅游产品的
开发、宣传促销以及旅游包机等事宜
开展合作。活动期间，克罗地亚奥西
耶克省、奥地利上奥州将与四川签署
建立友好省区关系备忘录，智利比奥
比奥大区将与四川签署建立友好省区
关系协议，进一步壮大四川国际友城

“朋友圈”。
四川将充分利用四川国际友城资

源和平台，有效开展“走出去”和“引进
来”，推动四川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加快建
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四川在全球五大洲有一帮“好朋友”，他们即将来访。
10月12日，记者从省外事办获悉，经国务院批准，以“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为主题，
2019“一带一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川举办。活

动吸引了32个国家的43个国际友城代表团踊跃参会，其中来自欧洲的20个、美洲和大洋洲8
个、亚洲13个、非洲2个。

在全球交际网络中，四川的国际朋友圈非常强大。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截至2019年4月，
四川已拥有98个国际友城、188对国际友好合作关系……而且这些数字还在不断更新增加。

据悉，此次论坛是国内首次由地方政府联合中央部门主办的“一带一路”友城交流活动，也
是地方政府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覆盖区域最广的一次友城交流活动。

本次论坛吸引了哪些国际友城的客人？国际友城资源又能为四川带来哪些好处？

意日渐浓烈，冬天脚步也
近了。这段时间，在攀枝
花市米易县，来自天南海

北的“候鸟老人”们已经陆续抵达，
准备在这里过一个满是暖意的冬
季。

米易县攀莲镇贤家村，近年来
成了发展康养产业的网红村。整
洁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备设施、
专业的康养机构，这个小村庄在
2018 年接待游客就达 20 万人
次。贤家村党总支书记肖祥顺推
介米易的阳光康养：到阳光米易，
感受四川“后花园”的魅力。

康养网红
小村年接待旅客20万
天气渐凉，米易却阳光甚

好。南亚热带干热河谷立体气
候，让这儿年均日照时数达
2700多个小时，多年平均气温
保持在20℃左右，冬暖夏凉。拥
有“南方的温度，北方的光照”的
米易，被很多人称为攀枝花乃至
四川的“后花园”。

攀莲镇贤家村位于米易城
郊，今年57岁的肖祥顺，从1997
年起开始担任贤家村党总支书
记。他说，以前，村民以种植早
熟蔬菜为生，2014年才开始大
力发展康养产业。

最初，大家都觉得搞康养没
什么盼头。2014年到2015年，
来村里的游客主要靠朋友介绍，
一年的接待量只有一两百人。
当时，村里的基础设施、接待能
力和水平也很有限，游客来这里
只能晒太阳。吃的东西没有特
色，住的条件也很差。

从2016年开始，随着米易
康养旅游知名度提高，到贤家
村的人也多了起来。“村民们在
康养上看到希望，大家都有很
大的兴趣。”肖祥顺说，到2018
年，村里的康养产业已经很火
爆，游客接待量达到20万人次，
全村通过康养产业增收8000万
元左右，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

干净整洁的村子、宽敞的大
道，打开房门看到树，目之所及
全是绿水青山。曾经的小村庄，
靠着阳光康养摇身一变，随手一
拍都是风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丝阳光。错过了昨日
的好天气，未来5天内，就只有阴雨相伴
了。

一股冷空气已抵达东北，随之一路往
南，将让我国四分之三的地方气温创下下
半年来新低。四川的降雨也将在今天拉
开帷幕。

12日，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了解到，
13日到15日以及16日到17日晚上，四川

有小到中雨，盆地东北部局部大雨到暴
雨。5天内下两场雨，而且算得上是无缝
对接。

这次四川的降温幅度在2-4℃，从全
国来看并不算什么，但也不可小看哦。昨
天，在太阳的“催化”下，成都主城区气温
达到24℃以上，而降温后，最高气温仅
20℃，配上潇潇秋雨，体感有些冷呢。

一直到18日，四川盆地才能盼来晴
天，气温有所回升。

阳光退场阴雨来
接下来5天四川两场雨

广元朝天：暖心“拉扶”“跌倒”干部重拾信心

“小洞不补，大洞难堵。要
不是党组织及时帮助我发现问
题，我可能还会犯更多的错误，
以后我一定打起精神努力工
作。”一次暖心回访，让曾经受
到处分的广元朝天区沙河镇白
虎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德重拾信
心，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

朝天区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原则，出台《受处
分党员干部关爱行动实施方
案》，通过以理服人、以纪教
人、以情感人，帮助“跌倒”干
部“站”起来、走稳当，王金德

只是其中之一。
“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组

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只是为了
给他们敲警钟。他们跌倒了，
我们有责任‘拉一把’‘扶一程
’。”朝天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彭鸿说：“有针
对性地对受处分人员开展回访
教育、监督管理、关心激励等工
作，将“再启用”工作长效化、制
度化，切实解决了对受处分人
员‘一处了之’的问题，激发了
其干事创业激情。”

（杨春恩赵文浩）

嘉陵江边清风拂，明月高
悬正气生。广元市朝天区通
过“朝天问政”“百姓问廉”“机
关问效”等在内的系列行动，
不仅让“廉花”种在了“栈道之
都”，更种进了朝天群众心里。

近年来，该区把廉洁文化建
设作为“抓党风、正社风、纯民
风、树新风”的重要抓手，积极寻
求廉洁文化与全面从严治党的
融合点，依托清风峡、明月峡独
特地域文化，深度提炼和种植廉
洁元素，让“清风明月·廉韵朝
天”廉洁文化品牌日益靓丽，在

全社会营造出了向善向上、崇廉
尚洁、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我们以‘清风明月·廉韵
朝天’品牌建设为主线，坚持
标本兼治，注重源头防控，通
过润物无声般地循循善诱和
黄钟大吕般地振聋发聩，全力
筑堤防腐‘护森林’，不断提升
群众‘微幸福’。”朝天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彭鸿表示，有廉洁文化体系的
支撑，2018年全区党风廉政
建设社会满意度较2017年上
升70个位次。 （杨春恩）

广元朝天：清风吹拂“廉花”竞开

四川“朋友圈”再壮大
43个“国际友城”下周来访

“网红”村村支书推介米易康养：

阳光米易四川的“后花园”

2019西三角品牌大会 “一城一品”系列报道

秋

设施升级
康养服务内容丰富

肖祥顺说，贤家村最开始还是粗
放型的康养模式，游客来这里后，只
有简单的住宿和饮食服务，除了晒太
阳，没有其他选择。随着村里康养产
业渐渐发展起来，村里的康养基础设
施也逐渐完善。

首当其冲的就是交通。肖祥顺
介绍，村里的道路不仅翻修了一遍，
而且还升级改造了2.5公里的康养绿
道。通过村庄美化工程，村里的陈旧
房屋也换了新颜。

“现在的贤家村是旅游、购物、娱
乐加康养。”除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
需求外，村里还专门开设了党建活动
室、红色书吧等场所，人们可以在里
面喝茶聊天、读书看报。每年春节，

村里还会组织一到两台晚会，节目由
村民和游客共出，很受大家欢迎。

此外，为了提升康养品质，村里还
引进了专门的康养机构。游客在村里，
就可享受优质的理疗、医疗等服务。

村里的住宿对标酒店，房间宽敞
明亮、干净整洁。餐饮方面也接受相
关部门的培训和监督，即使是农户家
也能做出铜火锅等各色特色美食。

肖祥顺说，当地还成立了康养旅
游协会，专门管理与康养相关的事
宜，如今贤家村的康养旅游有着很高
的水平。

阳光米易
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

肖祥顺说，下一步，村里康养产
业的规模将继续扩大，还准备做一个

亩规模的体验区，里面种满蔬菜瓜
果，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田园生活。此
外，还将打造两个山地公园，将村里
的康养绿道修上去。

像贤家村这样的康养村，是米易
康养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米易森林覆盖率达64.3%，空气
质量优良率99%，有着“内陆三亚”、

“天然氧吧”的美誉，是全国百佳深呼
吸小城十佳示范城市，入选四川首批
天府旅游名县候选县名单。“春赏花、
夏避暑、秋品果、冬暖阳”的康养名
片，逐渐享誉省内外。

近年来，米易依托“六度”禀赋，
以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阳光康养
目的地”为目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做大做强“全时、全龄、全域”阳光
康养旅游产业。2018年，到米易旅
游的成都游客已超过百万人次，四川

“后花园”名副其实。
目前，依托得天独厚的阳光优

势，米易正不断完善境内康养基础
设施，提高硬件水准，引进专业而细
致的服务，以此作为阳光康养产业
的支撑。国际康养旅游度假区、国
际康养小镇项目的落地，在助力米
易阳光康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正
推动米易建设国际阳光康养旅游目
的地的步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 徐湘东

10月12日，四川省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暨生态环境重点工作推进会
在成都召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
门要扎实做好生态环保督察“后半
篇”文章，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推动
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017年，中央第五环保督察组
对四川开展环保督察并移交反馈
意见。我省对此高度重视，成立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整
改领导小组，高位推进反馈问题
整改。截至目前，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的89项整改任务完成48项、
移交的 9070 个环境信访问题整
改完成98%，全省PM10和 PM2.5
平均浓度比中央环保督察前分别
下降 21.3%、19%，87 个国考断面
水质优良率比中央环保督察前上
升21.8个百分点，无劣V类水质断
面，10个出川断面均达国家考核标
准。

会议强调，虽然当前全省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仍面临诸多
挑战和问题。接下来各地各部门
要切实增强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保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对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敢于亮
剑、敢于较真、敢于碰硬，严格实行

“清单制+责任制+销号制”，做到
问题逐个整改解决、任务逐项验收
销号，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据川报观察

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的9070
个环境信访问题

四川已整改完成98%

米易县新山乡傈僳村寨。

米易县城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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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熊猫基地
诞生一对双胞胎“兄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10

月11日下午，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大熊猫“小丫头”顺利产下一对
双胞胎，大仔初生体重176.6克；小
仔初生体重131.4克，均为雄性，母
子平安。

“小丫头”于今年春季发情配
种，之后在熊猫基地月亮产房安静
待产。11日上午，“小丫头”出现临
产行为。当日13点 57分破水，13
点58分产下第一仔，16点35分产
下第二仔。“小丫头”产下第二只幼
仔后，将两只幼仔抱起舔舐，母性很
好。

据悉，“小丫头”至今有过四次
生产经历，之前曾于2012年8月12
日产下“小乔”；2015年7月26日产
下“小雅”、“小川”；2017年7月26
日产下“小馨”，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好妈妈。

此次“小丫头”产仔时间较晚，
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近10
年来在成都最晚生产的大熊猫，此
次出生的这对双胞胎，也是熊猫基
地近10年来唯一没有赶上基地新
生幼仔集体亮相的“迟到的大熊猫
宝宝”。

据专家介绍，大熊猫是有季节
性发情的动物，通常春季发情，初
夏至秋季产仔，孕期在 80-180天
不等，根据个体的差异而不同。

截至 10月 12日，熊猫基地今
年共繁殖大熊猫7胎11仔，成活11
仔。其中，熊猫基地园区内6胎 9
仔，成活9仔；德国柏林动物园1胎
2仔，成活2仔，成绩喜人。截至目
前，熊猫基地已建立了现存206只
的全球最大大熊猫人工繁育迁地种
群。

49名个人2个集体
获评第六届

四川省道德模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吴浩）10月12日，记者从省文明办
获悉，省委宣传部等七部门日前联
合印发《关于表彰第六届四川省道
德模范的决定》。通过组织推荐、审
核公示、群众投票、评委评选等程
序，我省授予包括其美多吉在内的
49名个人、2个集体（川航3U8633
航班机组、凉山州木里县救火烈士）
为第六届四川省道德模范。

今年4月，省委宣传部、省人社
厅、省文明办、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组织开
展第六届四川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共分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五个
大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