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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项目活动项目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活动地点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

11..开幕式暨原开幕式暨原创创现代京剧现代京剧《《陈毅回川陈毅回川》》巡演巡演（（第第11场场））

22..原创现代京剧原创现代京剧《《陈毅回川陈毅回川》》巡演巡演（（第第22场场））

33..县县（（区区））艺术交流专场艺术交流专场

44..““蜀人原乡蜀人原乡””文化坝坝宴文化坝坝宴

55..本土原创优秀歌曲展演专场本土原创优秀歌曲展演专场

66..体育舞蹈展演专场体育舞蹈展演专场

77..全市中小学生优秀节目展演专场全市中小学生优秀节目展演专场

88..《《勇士的荣耀勇士的荣耀》》资阳站中外对抗格斗赛资阳站中外对抗格斗赛

99..青少年音乐会专场青少年音乐会专场

1010..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脱贫攻坚脱贫攻坚””主题摄影展主题摄影展

1111..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1212..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美丽资阳美丽资阳””主题摄影展主题摄影展

1313..““我爱资阳我爱资阳””百人现场书画展示百人现场书画展示

1414..““花开资阳花开资阳””市民艺术体验活动市民艺术体验活动

1515..““蜀人原乡蜀人原乡””文艺大讲堂文艺大讲堂

1616..全市本土优秀影全市本土优秀影视作品展映展播视作品展映展播

1010月月151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1919：：3030

1010月月161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1919：：3030

1010月月1818日日（（星期四星期四））1515：：0000

1010月月191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1515：：0000

1010月月1919日日（（星期五星期五））1919：：3030

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1515：：0000

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1414：：3030

1010月月202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1919：：0000

1010月月2121日日（（星期日星期日））1515：：0000

1010月月1515日至日至2121日日（（星期一至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日））

1010月月1515日至日至2121日日（（星期一至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日））

1010月月1515日至日至2121日日（（星期一至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日））

1010月月1616日日（（星期二星期二））0909：：0000

1010月月1515日至日至1919日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另行通知另行通知

1010月月1515日至日至1919日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星期一至星期五））

苌苌弘演艺中心弘演艺中心

苌弘演艺中心苌弘演艺中心

九曲河广场九曲河广场

九曲河广场九曲河广场

苌弘演艺中心苌弘演艺中心

九曲河广场九曲河广场

苌弘演艺中心苌弘演艺中心

市体育馆市体育馆

苌弘演艺中心苌弘演艺中心

九曲河广场九曲河广场

市非遗展示中心市非遗展示中心

九曲河广场九曲河广场

雁江七小雁江七小

市文艺家之家市文艺家之家

市图书馆市图书馆

展播平台展播平台：：资资阳广播电视台阳广播电视台、、
电影院线电影院线（（万达万达、、大地等影院大地等影院））
以及以及网络平台网络平台

市委宣市委宣传部传部

雁江区委宣传部雁江区委宣传部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

市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

市教体局市教体局

市教体局市教体局

资阳广播电视台资阳广播电视台

春秋艺术学校春秋艺术学校

市扶贫移民局市扶贫移民局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

市文联市文联、、市旅发委市旅发委、、市投促局市投促局、、市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

市教体局市教体局、、市文联市文联、、市文化馆市文化馆

市文联市文联

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

市文广市文广新局新局

本报讯（记者 李建根）10 月 17 日
是第五个“国家扶贫日”，我市召开脱
贫攻坚奖颁奖大会，表扬 2018 年脱贫
攻坚奖获得者，安排部署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市委副书记段再青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宣读了《资阳市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关于表扬 2018年资阳市脱贫攻坚
奖的决定》，20 人获评脱贫攻坚奋进
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奖，获奖代表
罗利君、汤朝林、方超等人作了交流发

言，各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代表进
行了集中捐赠。

段再青代表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向脱贫攻坚奖获得者表示祝贺，向长期
以来关心支持脱贫攻坚事业的社会各
界表示感谢。他说，脱贫攻坚离不开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希望大
家继续把脱贫攻坚重任扛在肩上、放在
心里、落实在行动中，凝聚形成推进脱
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段再青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锁
定 81个贫困村退出、4.4万名贫困人口
脱贫及往年脱贫对象持续达标的年度
目标，务实推动产业就业扶贫、基础设
施建设、医疗教育扶贫、巡视考核问题
整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不断取
得新突破。要树立“年年都要打硬仗、
年年都要啃硬骨头、年年都是攻坚战”
的意识，坚持以习近平扶贫论述为根本
遵循，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坚

持构建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压紧压实
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努力推动脱贫攻坚
实现连战连胜。要明确阶段任务，扎实
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坚持对标验收
退出，积极迎接国省考核，提早谋划明
年工作。

市领导安维宁、周月霞、俞文祥出
席会议。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区）党委分管
负责同志，市脱贫攻坚奖获得者，市“文
艺扶贫”获奖代表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脱贫攻坚奖颁奖大会
段再青出席

本报讯（记者郭春荣）10月17日，市
人大常委会召开推进专项改革方案落实
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党政
领导直接抓改革方案落实指示精神和省
委、市委深改组工作要求。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中共资阳市人大常
委会党组关于完善审计工作和审计查
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
报告机制的意见》和《关于人大预算审
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
指导意见》改革事项推进落实情况的
汇报，并聚焦问题研究部署下步工作。

会议指出，审计和财政预算改革，
是中央深化改革关于顶层设计的重要
内容，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要站位全
局把握大势，敢于担当负责，要狠抓落
实，确保两项改革部署落地见效。要积

极跟进落实中央、省委已确定的改革事
项，不漏项、不走样，不搞选择性落实、
不自降标准要求，将“规定动作”一一纳
入我市对接方案，结合中央《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进一
步修改完善《关于推进人大预算审查监
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有关事
项的通知》，确保上级改革部署、改革任
务全面完成。在推进落实我市已出台
的《关于完善审计工作和审计查出突出
问题整改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机
制的意见》上，要督促审计查出突出问
题单位严格落实整改责任，研究细化整
改措施，切实整改到位，坚决纠正整改
不及时不彻底、屡审屡犯等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维宁，市
委深改办、市人大财经委相关负责同
志，市财政局、市审计局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时至深秋，雁城沱西跑马场上野花
草甸绚丽多姿，和繁茂芦竹交相呼应，
老城墙边的芦苇随风摇曳，还未完工的
河滩地展现出一派别致的自然风光
……沱西滨江景观带工程启动建设以
来，备受雁城市民关注，目前已投入资
金9500万元，完成工程量60％，力争在
春节前开放大部分区域。

全线绿化初具雏形
近日，记者在沱西滨江景观带看到，

宽敞的雁江古渡文化广场大致轮廓已成
型。广场靠近滨江大道一侧安装了数张
设计感十足的弧形休闲椅，椅背向上延伸
与大气的景观廊架融为一体。广场的文
化背景墙选用传统明亮的中国红作为基
调，椅面上的条纹也选用红色作为衬托。

位于雁江古渡文化广场旁边的 1
号地下停车场正在火热修建中，目前正
在打基础阶段，预计建成后能提供 270
个停车位。位于青年林附近的 2 号地
下停车场主体早已完工，大概能提供
117 个停车位，目前正在装饰内部，还
有部分设备和环氧地坪待完成，总体已
完成三分之二的工程量。

除了地下停车场，景观带沿线的座
椅、休息区、卫生间等基础设施以一定
距离设置，方便市民游客使用。4个公
厕正在装饰，卫具洁具已经安装上一部
分，设计充分考虑了特殊游客群体的如
厕需求，设置了幼儿护理室和无障碍卫
生间。在临街绿道及堤坝休息区中，安
装了数张长条凳，坚实的石头表面安装
上木质面，坚固耐用又环保美观。景观
带沿途已建成 5个长度约 15米的非机
动车停车位，用木条搭建成型，再覆盖
上玻璃，既具观赏性，又有实用性。

沱西滨江景观带全段突出“绿意”，
同时突出滨江特色，通过不同的花乔及

色叶乔木展现季节变化。通过花乔、色
叶植物的合理搭配形成植物景观节点，
四季植物景观节点交替设置，全线达到
四季有花、四季成景的效果。沿线绿化
已初具雏形，绿化带的灌丛树木巧用色
彩搭配，既有大片的“绿”，也有局部的

“红”，绿化景观层次初显。据统计，景
观带全线已种植各类树木2500余株。

项目建设已超过60%
据悉，沱西滨江景观带自南向北

划分为三个主题段，分别为“文化休闲
段、活力休闲段、生态休闲段”。以“生
态亲民滨水公园”为定位，打造生态之
廊、人文之廊、健康之廊、休闲之廊，根
据城市交通及人群集散，科学布置七
个景观节点。以雁江古渡主题文化广
场为主，向北分别布置大草坪休闲广
场、市民健身广场、儿童休闲广场、游
船码头广场、休闲观景广场、青年林入
口广场等六个小型节点，为市民提供
足够的游憩、休闲和娱乐空间，建成后
将成为我市全新生态亲民景观带、地

标性景观公园。
由于沱西滨江景观带建设项目点

多面广，建设分区段规划施工，所以截
至目前，还未能形成整体景观效果，但
部分景观节点已局部成型。据城投公
司项目经理唐光明介绍，工程计划总投
资 1.5 亿元，目前已投入 9500 万元，项
目建设已超过60%，从沱一桥到海事局
的沿江步道已全面贯通，在建项目的绿
化景观完成已超 90%。其余工程施工
正全力加速，力争在春节前对市民游客
开放大部分区域。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

推进专项改革方案落实
王荣木主持

雁城沱西滨江景观带建设全速推进
力争春节前开放大部分区域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我国第5个扶贫日到来之际，国家扶贫办传来
令人振奋的消息：又有8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就在
此前夕，国务院新闻办请来一群脱贫攻坚战线上的
特殊奋斗者——来自基层的残疾人代表，分享他们
在脱贫路上的酸甜苦辣、收获欣喜。

在宏伟的时代长卷中，这些画面令人动容：幼
年丧父、成年后被车祸接连夺去视力和母亲的谢
侣，参加培训成为按摩师自食其力；一家6口中有3
位残疾人的李健，甩着空空的袖管学习种植技术，
脱掉贫困户的“帽子”后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几位基层残疾人代表的笑容和泪水，让我们在反贫
困伟大斗争的决战时刻更加坚信：心中有光，便不
怕路长。

这光，是人生之路写满命运“坎坷”时迸发的信
念之光。在一些人眼中，残疾人除了领低保少有出
路；或者是只能坐等帮扶的“弱势人群”。然而，身
体可残，志不可废。内心的自强不息，让他们笑对
人生的长路崎岖，靠双手打造拥有尊严的未来，用
病弱的身躯深深镌刻出大写的人字。

这光，是一个国家对全面小康孜孜以求的梦想
之光。从“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铮铮誓言，
到精准扶贫对贫困人口的竭力帮扶，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的追梦之旅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贫困人
口减少6853万。然而贫有百样，困有千种。当下，
老病残等特殊群体占到相当比例的3000万左右贫
困人口成为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困中之困，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的种种政策、中央财政未来三年将新
增2140亿元支持资金等等，都显示着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坚定决心。

这光，是一个笃信奋斗的民族积淀千百年升华的时代之光。脱贫之路有千
百条，但归根到底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在“扶贫必先扶志”的政策导向下，涌现
出如谢侣和李健这样的成功案例充分证明：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一个身处困
境的人都能通过努力实现自我价值。将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化作脱贫攻坚的奋
斗，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只要怀揣信念、梦想与时代之
光，终将赢得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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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绿化景观带。 本报记者秦建华 摄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10月17日，
市委办公室机关第二党支部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做好表率”
主题党日活动。市委副书记段再青以
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活动。

段再青在发言中指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
本色，“勇于担当、作好表率”是对“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干部的基本要
求。作为市委办公室的党员干部，应
当做好讲政治、讲实干、讲廉洁的表
率，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努力营造带头实干、带领实干和
放手干事、放心干事的良好环境，坚决
做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干事与干净
相统一。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
发扬务实、落实、踏实的优良作风，努

力在全市党员干部中走在前列。主动
对标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对内保障市
委机关的高效运转，对外展示市委中
枢机构的良好形象。保持干事创业激
情，甘当幕后英雄，立足岗位奉献，以
昂扬的精神状态拼搏付出。

活动中，支部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集中缴纳党费，集体学习《党章》《中共
中央关于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
王继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的决定》《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工作意见》，大家围绕“贯彻
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委四届
六次全会精神，展现党办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进行了热烈讨论。

市委办公室机关第二党支部全体
党员参加活动。

市委办公室机关第二党支部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段再青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