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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位于“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和新一
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
展战略区域，有丰富的森
林资源、矿产资源和红色
文化、民族文化等旅游资
源，是“生态地位极其重
要”的“英雄河”“美酒
河”“美景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笑 见习记者杨澜

赤水河，是长江右岸的一级支流、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这条全长约436.5公里，流域总
面积约2.04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流经
了三个省——发源于云南省昭通市，
流经贵州省毕节市和遵义市、四川省
泸州市，最终在泸州市合江县汇入长
江。

6月28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成
都召开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决定和条
例实施座谈会，宣布《四川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
共同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共同决定）、
《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

座谈会上，四川省人大相关负责
人分别作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
护的决定》、《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
条例》的说明，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王宁主持会议。

围绕共性问题突出共同保护
这是全国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

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是全国
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

之所以称其为《共同决定》，因为
这是围绕赤水河流域保护中的共性问
题，突出流域共同保护，通过三省一致
认同的方式、采取的共同措施等作出
的共同承诺。

王宁用“开辟”一词来凸显此次立
法的亮点：“四川和云南、贵州就赤水
河流域生态保护开展共同立法，是今
年地方立法一个突出的亮点，为跨区
域联合保护生态环境开辟了新路径。”

为求同存异，突出共性问题，三省
就共同立法做了哪些主要工作？省人
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
主任黄智刚进行了简要梳理。

今年，三省成立了共同立法工作
专班，赶赴云南、贵州、四川开展调
研。在起草形成相关“征求意见稿”，
经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通过后，
于5月30日发布公告，7月1日起同步
施行《共同决定》。

赤水河蕴藏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
条例分7个方面进行流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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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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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态地位极其重要”的“英雄河”

“美酒河”“美景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条例》中发现，其内容主要分规划与
管控、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水污染
防治、绿色发展、文化保护与传承、区
域协作和法律责任7个方面进行流域
保护。

其中包含“鼓励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对赤水河流域保护作出规定”“赤
水河流域实行严格捕捞管理”“禁止
在赤水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
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
产建设活动”“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

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鼓励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赤水
河流域内特有的气候、水、土壤、生物
等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鼓励单
位和个人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
究，逐步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等。

同时，条例中专门规定了赤水河
流域乡村振兴和红色资源等内容，专
章规定“文化保护与传承”，结合了四
渡赤水旧址等红色资源与教育培训、
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等。

努力多还旧账防止再欠新账
四川省给出下一步思路

近年来，四川省持续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布局，加快淘汰关停小造纸厂、
酿酒作坊等污染企业，治理重点工业
企业20余家，基本实现了赤水河流域
四川段城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流域
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乡镇生
活垃圾转运设施覆盖率达到100%，依
法划定生态红线469.86平方公里……

虽赤水河流域保护工作取得了积
极进展，但多年形成的一些突出环境
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必须努
力多还旧账，防止再欠新账”，是四川
省给出的下一步思路。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华
表示：“我们要在贯彻实施上下功夫、
出实招，切实履行好各自法定职责。”

格外重要的是，《共同决定》中有
不少工作需要与云南、贵州共同推动
开展，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方面需要
密切配合，切实履行好法定职责。

其次，发挥好人大的职能作用也
必不可少。“《共同决定》和《条例》施
行后，流域内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主
动与云南省、贵州省同级人大常委会
建立监督协作机制，推动落地落实、终
端见效。”

同时，加强《共同决定》和《条例》
的学习宣传，也在四川省的下一步计
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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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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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1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泸州、广元、遂宁、南充、广安、达州、
巴中、攀枝花、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雅安、资阳、德阳、绵阳、自贡、内江、
眉山、宜宾、乐山

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6月29日开奖结果

体彩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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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柯辰）“眼
下正是稻田用水的关键时期，需要对
损毁的排灌沟渠进行维修加固，保证
渠系畅通安全……”连日来，简阳市
石钟镇部分干部进村入户走访，察民
情、听民意，收集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中，简阳市纪委监委坚持
问题导向，持续开展民生诉求“大排
查、大研判、大解决、大回访”工作，要

求各镇（街道）、市级各部门（单位）集
中1个月的时间走访摸排问题，3个月
的时间整改解决问题，真正把实事办
在点子上、办在心坎上，不断提升群众
满意度、获得感。

为确保问题排查到位、整改彻
底，该市纪委监委要求各镇（街道）纪

（工）委、派驻纪检监察组主动出击，
全程介入民生诉求“大排查、大研判、
大解决、大回访”工作，既督促干部履
职尽责，又认真分析群众反映的问

题，及时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
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侵害群众
利益行为。

今年以来，该市通过走访收集问
题320余个，已督促整改170余个，查
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9件17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
们将紧盯群众所忧所盼，下沉人员力
量，开展精准监督，持续推动解决群众
身边问题。”该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

走进田间地头
简阳市纪委监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决定和条例
7月1日正式施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6月
28日，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组书记、局长费斌带领40余名党员干
部、职工赴四川省（成都市）法纪教育
基地开展“筑牢底线，与廉同行”廉政
教育活动。

据了解，此次廉政教育活动的
目的，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
拒腐防变意识，树牢廉洁从政底线

和法治观念。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一行人参观

了法纪教育展厅。通过图片、实物、音
像资料和警示教育片了解古今中外反
腐倡廉历程，党员干部们深刻认识到
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特别
是服刑人员“现身说法”环节，让现场
党员干部在心灵上受到极大震撼，在
思想上受到巨大触动。

一位党员干部表示，在“七一”前夕

开展廉政教育活动很有意义，每一名党
员干部、职工进一步树立了底线、红线
意识。“鲜活的反面教材教育我们，要时
刻保持清醒头脑，算好个人的政治账、
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账、自由
账、健康账这‘七笔账’，走好人生的每
一步，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慎用手中
的权力，从思想上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
观、价值观、荣誉观，做到清白做人清白
做事，严守廉洁自律底线。”

筑牢底线 与廉同行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廉政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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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 彩 第 21074 期 全 国 销 售
15245746元。开奖号码：207215+12，一
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1
注，单注奖金41141元；三等奖16注，单
注奖金3000元。182689664.79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1170 期 全 国 销 售
31948326元。开奖号码：499。直选全
国中奖 6756（四川 447）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7705（四川362）
注，单注奖金346元。38985356.4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70 期 全 国 销 售
13889292元。开奖号码：49966。一等
奖 2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6412034.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
3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