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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近日，记者从第二届世界
川菜大会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2019（第二届）世
界川菜大会将于 9 月 20 日至 23 日在资阳举行，目前
大会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据了解，此次大会由资阳市人民政府、世界中餐
业联合会联合举办，以“让世界爱上川菜”为活动主
题，以“爱上川菜 爱上资阳”为城市主题。大会将以
全球川菜发展视角和“川菜出川、出国、全球化”的发
展思路，聚焦国际产业联动、产品升级、品牌战略、文

化提升、川菜非遗、人才培养、技术交流以及标准发
布，夯实川菜产业发展基础，延伸川菜产业链条，加强
川菜推广，实现川菜龙头企业、绿色产品、集群品牌、
文化技艺和人才“走出去”。

活动期间，将举办全球川菜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川菜“走出去”城市发展论坛等多项会议论坛，
围绕川菜“走出去”国际化发展，针对川菜产业经
济、产品升级、人才培养、文化赋能、三产融合、川
菜非遗等话题，邀请国内外业界精英和跨领域专家

学者进行现场交流和项目洽谈，提升城市国际影响
力；举办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世界四川火锅宴
大赛等技能竞赛；举办世界川菜产业展览会，对川
菜非物质文化遗产、名菜、名火锅、名小吃、名店、
地方特色、城市宣传、川菜产业链进行展览展示，开
展美食交流。将邀请与会嘉宾深入了解资阳人文
和餐饮业发展情况，参观“资味”体验馆，考察从田
间到餐桌“资味”亮点特色，感悟川菜转型发展的新
契机。

□ 陶俊伶

“安岳石刻，古多精美，是中国古代石刻
又一伟大宝库。”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无
论是普通游客还是业内专家，很多到过安岳、
欣赏过安岳石刻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近年来，安岳县依托安岳石刻等特色文化
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成渝之心区位优势，明确
“15343”发展思路，突出规划引领、融合发展、
补齐短板、创新体制机制，全力擦亮“中国佛雕
之都”名片，推进文旅、农旅、康旅深度融合，加
快全域旅游发展，积极争创“天府旅游名县”，
全面推动安岳经济结构优化、转型升级。

科学规划
让优势资源“活”起来

安岳石刻上承龙门云冈、下启大足石刻，是安岳
县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全县 69 个乡镇无一没有
石窟。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统计，安岳石
刻现存唐宋摩崖造像 230余处 10万余尊、石刻经文 40
余万字，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30处。

安岳因石刻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保护和利用好安岳石刻是全县人民的期盼，更是政府
的责任与担当。

“安岳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理’的工作方针，确立旅游业优先发展地位，严格落
实‘三防’措施，抓好文物保护利用和乡村旅游这两篇
文章。”安岳县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人刘毅介绍说。
同时，安岳县高起点、大手笔启动编制《安岳县全域旅
游规划》，完善《安岳石窟保护利用规划》，在优化空间
布局上做“靓”、在提升文化品位上做“特”、在旅游项
目上做“精”，切实把资源优势、地域优势、人口优势、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全域旅游旺起来。

守好旅游底色、凸显地域文化、串联美丽风景，

“文化+旅游”相融相盛……2018年，全县旅游收入实
现 89.8亿元、增长 12%。

补齐短板
让文化旅游“美”起来

初夏的塔子山，山峦叠翠，岩石峭立，著名的“东
方维纳斯”毗卢洞紫竹观音就坐落在岩壁之上。

“随着 2017年底观音大道建成通车，到毗卢洞景
区旅游就更方便了。”从事运输工作的王先生如是
说。据毗卢洞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吴廷琼介绍，节假
日从各地来此观光休闲的游客日均超过 100人次。

因为安岳石刻分布广泛，交通曾是限制石刻观光

旅游的瓶颈。目前，安岳正大力推进“景区畅通升级
工程”，启动建设安岳石刻旅游大环线、文物点断头
路，县城至卧佛镇的旅游直线通道卧佛路项目建设正
有序推进，部分石刻旅游景区连接道路正在改扩建。

同时，安岳县实施“核心景区落地工程”“景区设
施提升工程”“石刻文化传承工程”，加强与浙旅集团
等实力企业对接文旅项目落地，推进石刻景区的步道
景观、展示设施、保护用房等基础建设升级改造，开发
以安岳石刻为题材的佛雕、钥匙扣、明信片、小挂件等
系列文创产品，积极创建安岳石刻博物（研究）院，筹
办以安岳石刻艺术为主题的创作大赛，努力让文化

“美起来”、旅游“强起来”，绽放安岳石刻多彩魅力。
（下转三版）

本报讯（记者 李梅）7月 1日，市委书记陈吉明
到成资渝高速公路（资阳段）项目建设现场调研。

成资渝高速公路主线全长 110公里，其中资阳
境内 103公里。目前，资阳段主线征拆工作基本完
成，路基土石方工程完成 90%，路面工程正式启动，
连接线建设正有序推进。陈吉明先后来到成资渝
高速公路TJ3标中和枢纽互通、回龙庙中桥工程施
工现场，实地察看建设进展，了解规划设计、建设施
工、要素保障、质量安全等情况。

“当前制约项目建设的主要问题矛盾是哪些？”
在 TJ3 标工程部，陈吉明主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
会，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四川资潼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负责人汇报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会同志
进行了深入讨论。陈吉明指出，成资渝高速公路是
直接连接成都、重庆两个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通
道，对进一步凸显资阳在成渝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具
有重要作用。各县（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
门要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调配合，强化土地、资
金、地材等要素保障，做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工作，确保成资渝高速公路（资阳段）如期竣工通
车。要加快推进连接线建设，确保连接线与主线同
步建成通车。施工方要科学组织、科学施工、科学
管理，确保按期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市领导陈凯、周燕、雷刚，雁江区、临空经济区
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陈吉明调研成资渝高速公路项目建设

强化要素保障 科学组织实施
确保如期竣工通车

本报讯（记者 何柳）7月 1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吴旭主持召
开市政府党组 2019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
设暨集体廉政谈话会议。

会上，市政府党组成员汇报了上半
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吴旭
讲廉政党课并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集体
约谈。

吴旭指出，市政府党组成员要结合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始终保持政治定力，不断增强对党的基
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

吴旭强调，要始终保持清廉定力，聚
焦重点持续用力，坚定不移抓好政府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设高
效廉洁政府。要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坚决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
思想根源来破解，深化集中整治，深入查
摆问题，针对查摆出的问题，要立行立
改、即知即改，以斗争精神、务实作风，力
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做好蒲波严
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扎实抓
好“三项整治”，认真开展“三项教育”，营
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
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强化法治思维，坚
持依法行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
断推进政务公开，特别是要以成资同城
化为契机，对标学习成都在网络理政、智
慧治理、天府市民云平台建设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和理念，善于运用现代化信息
化等手段开展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公
开、公平、公正地运行。要强化财政资金
监管，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重点工程
项目监管，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专项
治理，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吴旭强调，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把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记在心上、杠在肩上、抓在
手上。要带头做到廉洁自律，认真落实
省委“六个树标杆、作表率”要求，严格落
实组织生活制度，坚决落实人、财、物等
制度，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要围绕市委“全面落地落实年”要求，全力抓
好稳定经济增长、成资同城化发展、中国牙谷和临空经济区建设、“三大攻坚战”
等重点工作，进一步谋细做实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非党员副市长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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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7月 1日，全
市政协系统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8周年大会。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出席
会议，并为受表扬的优秀个人和先进
集体颁奖。

大会对市政协机关 2019 年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
组织进行了表扬，全体党员重温了入
党誓词，进行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诗朗诵比赛。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协党
组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市委“全面落
地 落 实 年 ”主 题 ，围 绕“ 成 资 同 城
化 ”，在 业 已 形 成 的 良 好 党 建 态 势
上，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政治
保障，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纪
律保障，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持
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形成以党建

带队伍、促工作的良好局面。
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
品格，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达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的目标。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
实干，转变作风。要焕发干事创业的
精气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华、宋良华、俞
文祥、张光禄，市三届政协副主席王晓
明，以及市级老领导谢乃文、曹荣火、
李正中出席会议。市政协秘书长杨静
主持会议。

全市政协系统召开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大会

陈莉萍出席

爱上川菜 爱上资阳

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9月在资阳举行

安岳：文旅融合 擦亮“中国佛雕之都”名片

新闻集装箱

我国启动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和示范村镇创建
记者 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我国日前启动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和

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活动，将在全国选择 10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试点单位，选树 100个示范乡镇和 1000个示范村。

2019年铁路暑运开启 预计发送旅客破7亿人次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9年铁路暑运 1日正式

开启，8月 31日结束，共计 62天。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7.2
亿人次，同比增加 5384万人次，增长 8.1%，日均发送旅客 1161万人次。

均据新华社

陈吉明在成资渝高速公路（资阳段）项目建设现场调研。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中宣部追授黄文秀“时代楷模”称号
中宣部 1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黄文秀的先进事迹，追授她“时代楷

模”称号。“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黄
文秀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黄文秀先进事迹的短片。
中宣部、教育部、全国妇联、国务院扶贫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有关负
责同志，黄文秀的亲属、同事、同学，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发布仪式。圆觉洞景区迎来国外旅游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