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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一石激起千层浪。
旨在规范和引导市民文明行为的《资阳文明

行为十八条》正式发布，引发了广大市民和社会各
界关注与热议，文明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人
们道文明、议道德、说规范，纷纷为此点赞。事实
充分说明，在我市争创省级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的关键期，《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的出台很有
必要，十分及时。无疑，就倡导和践行文明行为、
推进文明公德建设而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说起文明，公众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误解，文明
似乎就是宏大叙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
明、社会文明风尚、社会文明程度，等等，空洞空
泛，难接地气，知易行难，离我们平凡人的生活十
分遥远。诚然，理论上说、抽象地看，文明内涵深
邃，视角宏大，它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
指精神财富，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作用，一是追求个人道德完
善；二是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但是，具体到
现实中，落实到行动上，文明其实并没有那么复
杂，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一言一行，往往都是
文明必不可少的载体，都渗透着文明的因子，都彰
显着文明的内涵，可以这样说，文明就是一件件小
事、一个个细节的集合，就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在
细节里，文明离我们并不遥远，文明连着你和我，
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这是我们理解、把握、践行

《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的关键。
综观《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总共分为环境

卫生、交通出行、文明用餐、公共场所、诚实守信、
和谐社区六个部分，每部分有三条规范，紧贴吃住
行，基本囊括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是针对当前资阳
最突出、最普遍、最需改进的不文明言行，为资阳
市民量身定制的最基本、最普通、最易行的文明行
为规范，旨在引导市民革除行为陋习，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仔细分
析，《十八条》里条条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些许小事，举手之劳、毫不费力，人
人都能做到。比如环境卫生，不乱扔乱倒、不乱吐乱拉、不乱贴乱画；比如交通
出行，不闯红灯莫乱穿、文明礼让斑马线、车辆停放须规范；又比如公共场所，禁
烟场所不吸烟、文明用语不喧哗、耐心等候不插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就
是这些些许小事，有的人却偏偏很难做到，不文明行为随处可见，一些人对这些
陋习习以为常、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导致积习难改，以至于陋习演变成了顽疾，
极大影响了城市文明形象和人们的生活日常。以乱扔乱倒为例，说起危害，破
坏市容环境啦，滋生蚊蝇传播疾病啦，等等，道理都懂，但乱扔乱倒现象仍屡禁
不绝，高居“资阳十大不文明行为”之首，令人深恶痛绝。陋习必须革除，行为需
要规范，文明重在践行，在这个意义上，《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来得及时，符合
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契合资阳创建工作实际，其语言表述通俗易懂，实践起来简
便易行，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强，具有很大的规范引导作用，我们每个市民
都应当遵守践行。

城市是我们的家园，城市文明使生活更美好。让我们携起手来，我参与、你
参与，共同遵守《资阳文明行为十八条》，大力倡导和践行文明行为，你文明、我
文明，用实际行动共同创造文明和谐新生活。

□ 本报记者 李远雄

借助西博会平台，签约纳
入省上督查合作项目26
个，投资总额达324.37

亿元，在全省市州排名第9位，如
期实现升位目标；组织22户企业
参加国际采购商大会，现场实现
贸易成交额达1300余万元；组
织32家企业参加中俄地方经贸
投资合作论坛暨企业洽谈会，搭
建了我市与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州
奥尔斯克市、意大利对华友好协
会、西班牙塞维利亚市、西班牙新
丝路协会的友好合作平台……

第十七届西博会期间，我市将
“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发
展定位作为参会主题，贯穿活动始
终，从活动策划、展馆设计搭建、品
牌形象推广、媒体专版宣传等各个
方面多角度密集展示，“成渝门户
枢纽、临空新兴城市”首次响彻西
博会并取得丰硕成果。

高位推动
打好实施“开放兴市”第一仗

西博会是由我国西部地区共办、
共享、共赢的国家级、国际性盛会，是
国家在西部地区重要的投资促进、贸
易合作和外交服务平台。参与每一届

西博会，是充分展示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和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
我市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发展互利合
作的重要载体。

市委、市政府对我市参加西博会活
动高度重视，并将参加西博会纳入年终
工作特别是对外开放的重头戏，进行科
学决策、提前谋划、及时部署。成立了
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指挥长、相关市领
导任副指挥长的筹备指挥机构和 8 个
工作组，实行指挥部统筹、分线作战的
筹备工作机制。

筹备期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分管领导和市四大班子相关领导参与
筹备工作。市委书记陈吉明率队登门
招商，参访目标企业，会见重要客商，宣
传资阳发展环境，推介投资合作项目，
洽谈区域经济合作，对西博会投资项目
成果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筹备工作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
市委书记陈吉明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吴旭多次组织召开西博会筹备专题会
议，审定活动方案、研究项目准备、策划
主题活动等重点事项，高位推动西博会
的筹备工作。

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也把参加第十
七届西博会作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和市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全力
打好实施“开放兴市”第一仗的具体行
动，精心筹备活动、突出主题、凸显特色，
创新参会参展，做实做细各项筹备工作。

全市上下的倾力而为，为“成渝门
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在西博会舞台
上完美亮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心设计
“成渝”“临空”优势突显

9 月 20 日，是第十七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的开幕日。走进西博城
大门，4 号馆上方“成渝门户枢纽·临
空新兴城市——资阳”的巨型标语赫
然醒目。

在位于西博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
3—4号连接馆的资阳主展区，总面积达
1332 平方米。展馆以“成渝门户枢纽、
临空新兴城市”为主题，通过实物、模
型、VR、全息投影等方式，以城市形象
展示、重大发展战略展示、重点产业项
目展示、县区综合展示 4个单元集中展
现了我市的地理位置、区位交通、产业
发展等优势。

展区中，场馆内的 VR 体验和合影
墙吸引了众多的观众驻足。戴上 VR
眼镜，体验者可以从高空中观看资阳境
内陈毅故居、圆觉洞等美景；合影墙区
域，只需站在合影墙前就可以拍出一张
富有资阳地域特色的旅游照，再通过扫
描二维码，照片就可以保存到手机。全
新技术的运用，在充分展示资阳的同
时，也吸引了不少的观展客商来了解资
阳、关注资阳。

在重点项目展示单元中，我市的轨
道交通、商用汽车、口腔医药、食品、纺
织鞋服等五大优势产业 24户企业悉数
精彩亮相，成了本届西博会上资阳展馆
的“吸睛点”。“鸿星尔克现在也有资阳
造了！”展区现场，来自成都双流的张燕

女士一脸惊讶，对资阳的鞋服产业发展
表示由衷赞许。

“和往年相比，本届西博会资阳展
区的科技感更强、更有视觉冲击力。”

“牙科产业是资阳的新兴产业，看到牙
科产品展示，就看到了资阳未来发展
的希望。”……参展现场，轨道交通、商
用汽车、口腔医药等展品让资阳实力
得以完美呈现，各观展团队对资阳建
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充
满信心。

成果丰硕
“成渝”“临空”展颜值

借助西博会的载体和平台，打开的
是资阳携手世界的舞台，开启的是资阳
跨越发展的大门。本届西博会期间，我
市立足做好“成渝”“临空”两篇文章，通
过各种途径宣传推介资阳的发展机遇、
投资环境和合作项目。

9 月 18 日，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
兴城市——资阳市投资推介会暨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
际酒店隆重举行。我市签约项目 26
个，投资总额达 324亿元。

除成功签约投资项目外，意大利
对华友好协会、西班牙塞维利亚市与
我市签订友好合作意向书，西班牙新
丝路协会与我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
签订友好合作意向书。现场还签署
了干细胞生物产业项目等 10 个产业
项目。

（下转二版）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9 月 30 日，
乐至县交通运输局、乐至县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联合发出《关于国道 318
线乐至县公安局至乐至县规划展示馆
段断道公告》称，从 2018 年 10 月 8 日
至 10 月 21 日，国道 318 线乐至县公安
局至乐至县规划展示馆段进行断道施
工，请途经车辆绕行。

公告称，由于乐至县毗河供水一
期工程卢家坝渡槽拱圈已施工完成，将

对拱圈施工支撑体系进行拆除。为确
保拆除工程有序进行和施工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
规定，经乐至县交通运输局和乐至县公
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研究决定，对国道
318 线乐至县公安局至乐至县规划展
示馆段进行断道施工，建议车辆经乐至
—天池大道—童家（简阳方向）绕行。

做足两篇大文章
“成渝”“临空”展颜值

——我市参加第十七届西博会工作综述

走国道318线的司机注意了：

乐至公安局至规划展示馆段
断道施工

●断道施工时间：2018年10月8日至21日
●建议绕行路线：乐至 天池大道 童家

讲政治 抓落实 求突破 提士气
全力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 本报记者 蒲敏

“整个国庆黄金周，我们一共安排
37名保安、40名保洁，维护凤岭公园的
秩序和清洁。”日前，雁城凤岭公园运营
维护负责人宋邦治告诉记者。国庆节
期间，面貌全新的凤岭公园，以崭新姿
态亮相。

全面开放
凤岭盛景喜迎市民

从 2016 年开工，到 2018 年春节试
开园，再到 2018 年的金秋全面开园
……凤岭公园，这座拥有资阳人情怀的
城市公园，承载着资阳人的回忆，寄托
着资阳人的期盼。

今年国庆黄金周，人们奔走相告，
或邀上亲朋好友，或约上知音故交，一
起在凤岭公园城市森林中漫步赏景，在
细雨微风中交流谈心……全新的景色，
全新的心境，这个黄金周，似乎没有什
么事比到一趟凤岭公园重游，更显雁城
人情怀了。

从入口广场一路进入凤岭公园，途
经凤岭广场和艺术广场，“凤文化”地雕
让“凤岭”的主题突出。纯手工雕刻的
花岗石“凤凰”形象栩栩如生，周边搭配
的菊花园、时令花卉园为节日增添不少
色彩。

迎面而向的百鸟朝凤壁雕，由 155
块雕塑拼接而成，长15.5米、高3米的花
岗石拼接壁雕，显得大气巍峨，引得不少
市民驻足留影。过壁雕向左拐，是花岗
石铺就的小径。山地景色在此处尤为
突出，沿山丘铺设的草坪上种植着数十
株金黄色的银杏树，一层薄薄的金黄色
树叶就像给小草们盖上了薄薄的被子。

顺小径而上，就是凤岭花谷。工作
人员介绍，此区域的花卉种类超过 60

种，只要爱惜有加，季季有花看，处处皆
是景。环线的紫薇步道、健康步道从此
处分岔。

顺凤岭花谷拾级而上，便到了公园
的中心“绿肺”雁湖。这片揪着雁城人
心的山腰湖泊，在经历了全面防水处
理、砂卵石回填、生态治理之后，如今焕
发容光。目前，雁湖已经初步形成水生
态系统，后期还将栽植浮水植物、放养
鱼群、启用雁湖喷泉和曝气机，再不断
调整微生物的品种和数量达到水生态
自然平衡状态，最终达到让雁湖真正

“呼吸起来”的目标，成为公园的中心绿
肺。“莲池月夜”的景色，也将配合“雁
湖”周围的亭台楼阁、水上栈道而呈现

在广大市民眼前。
雁湖以上就是“两环”区域。北部

的紫薇环线正值盛放时节，秋风中花枝
轻摇。灌木丛里杜鹃盛开、山茶花簇
簇、四季栀子成片种植。南部樱花环线
将于来年春季迎来盛放时节，届时也将
芬芳飘逸，花色灼烁。

一步一景
朋友圈照片勾起青春回忆

凤岭公园里，山是景，水亦是景；花
是景，草亦是景。人在画中游，手机相
机齐上阵，惊叹之声传来：“原来这里不
就是烧烤的地方？”“那次我们好像就在

这个石桌子切过蛋糕？”“上次老五在这
里摔了一跤。”……朋友圈里的照片，也
多了今昔对比图，那些回忆，也早早融
入了如今的湖光山色之中。

“这次来看了凤岭公园，感觉变化
真是很大。”市民邓翠萍告诉记者，“这
种变化中，也能让我们在今天的景色中
辨别过去，这里确实承载着资阳人的记
忆。”“凤岭公园这次改建真没有让我们
失望，我个人觉得非常满意。”市民张新
华激动地讲述着自己的感受。“资阳
城市中心的公园，市民需要这样一个公
园。我觉得很好，很值得来此游玩。”市
民张欣告诉记者。

（下转二版）

凤岭面貌焕然一新 公园盛景喜迎市民

新闻集装箱

四川：35亿多元留抵退税为企业减压力增活力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了解到，自 2018年执行国家

“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以来，四川全省已办理 390余户纳
税人的退税申请，共计退还留抵税额 35.13亿元。

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增值税留抵税款在一定程度上挤占
了企业的资金，造成现金流的压力。为落实好国家政策，四川税务部门加
强与财政、人行等部门协作配合，用最短时间完成调查、审核、数据传输，
按下退税“快进键”。

今日16时15分“寒露”：鸿雁南迁，菊花开放
“九月寒露白，六关秋草黄。”《中国天文年历》显示，10月 8日 16时 15

分将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寒露。此时节，西风飒飒，秋雨潇潇，落
英满地，鸿雁南迁，枫叶火红，菊花开放。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在二十四节
气中最早出现“寒”字。每年阳历的 10月 8日或 9日，太阳到达黄经 195度
时，即为寒露节气。

均据新华社

凤岭公园雁湖新貌。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