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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机制
让石刻品牌“亮”起来

2008 年 6 月，安岳石刻工艺入选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 年 8 月，圆觉洞景区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19 年 2 月，安岳
县再次被文旅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
术之乡（石刻）”；资阳市首部地方性实
体法规《资阳市安岳石刻保护条例》正
式施行，安岳石刻保护步入法治化轨
道……

当前，安岳正以建设“成渝中部特
色旅游目的地”“中国石刻经典景区”
为目标，抢抓创建天府旅游名县的契
机，积极谋划，统筹推进，助推安岳石
刻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创新管理体制。组建安岳石
刻景区管委会，推进景区市场化运营，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旅产业发展，积
极整合各行业项目资源，推动项目资

金向景区集中投放。
——创新交流合作机制。依托成

资同城化、成渝轴线联盟等区域合作
平台，建立与武侯、大足等周边县市区
的合作机制，共同打造“巴蜀佛教文化
之旅”“川渝石刻艺术之旅”“成渝轴线
乡村休闲之旅”等区域合作旅游线路。

——创新宣传推广机制。充分发
挥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作用，
大力宣传和弘扬安岳特色品牌和旅游
文化；定期举办安岳柠檬节、巴蜀石刻
文化节等特色旅游节庆活动，吸引更
多游客认识安岳、结缘安岳、观光安
岳、投资安岳。

不仅如此，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的征程中，安岳还将文化元素植入游、
购、娱、吃、住、行等旅游产业各个环
节，凸显地域特色。

不断激活文化基因的安岳旅游，
其参与性、体验性、娱乐性更胜往昔，

“中国佛雕之都”——安岳正成为生态
宜居之地和游客文化体验、休闲度假
的首选地。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为了改善城区道路交通
秩序，优化道路通行环
境，主城区道路安全设

施陆续完善，多条道路安装了隔
离护栏。近日，记者收到多位市
民爆料，称车城大道西门市场这
段的隔离栏遭到明显破坏，并且
行人翻越护栏横穿马路的现象
十分突出。

隔离栏严重损坏
成部分市民横穿马路“捷径”

6 月 26 日上午，记者走访车城大
道西门市场段发现，确有多处护栏损
坏，有几处机非隔离栏严重变形，有几
处机非隔离栏被损坏出现大缺口，还
有几处道路中央隔离栏也出现缺口。
这些隔离栏缺口成了部分市民横穿马
路的“捷径”。

据周边群众介绍，该路段频繁出
现行人翻越护栏或者从缺口横穿马路
的现象。“好危险哦！刚刚才看到一个

太婆带到小娃娃，从那边中间（隔离
栏）的洞洞穿过去。”附近一家商铺的
工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交
警部门，交警告诉记者，隔离栏损坏多数
是交通事故导致，暂时未发现故意损坏
的，如果是交通事故损坏，车主应该理

赔，如果是人为故意损坏，肇事者不仅要
赔偿还将面临相关法律法规处罚。对于
已经损坏的隔离栏，将尽快督促负责城
区道路交通设施维护的公司——市城投
公司进行维护。同时，交警提醒各位市
民，横穿马路是不文明行为，应该遵守交
通规则，把安全放在首位。

城投公司：举报损坏道路交
通设施行为有奖

记者从市城投公司获悉，城区多
处隔离栏均有损坏现象，多数是由交
通事故导致的，但只有一部分得到保
险公司理赔，很多被破坏隔离栏根本
找不到肇事者。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公
众监督举报作用，该公司发布了《关于
举报损坏城区道路交通设施行为的通
告》，希望市民向城投公司举报资阳城
区（不含城东新区）以下道路交通设施
损坏行为：城区道路的中央护栏、非机
动车护栏、人行护栏、标志标牌等设施
被车辆撞毁、人为损坏、盗窃等。

举报可拨打 24小时举报电话（李
先生 13982958929，18628850697）或工
作时间举报电话（028－26761012），说
明肇事时间、地点、肇事车辆车牌号等，
然后关注并进入举报微信公众号“资
阳城投停车或ZYCTTC”，上传肇事时
间、地点、肇事车辆车牌号、人物样貌等
现场破坏照片（车牌清晰、人物样貌可
识别、能反映街道地点、至少2—3张），
以及举报人本人有效联系方式。对首
位提供举报信息的市民，如举报信息属
实、有效，公司将给予一定现金奖励。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6 月 27 日，
第六期“蜀人原乡文化大讲堂·名家讲
坛”主题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中央党
校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
首席专家陈宇飞应邀授课。市、县（区）
两级机关干部职工130余人聆听讲座。

陈宇飞教授是国内潜心研究城市
文化转型的专家之一，对城市文化的
转型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有独到
的见解，曾多次受邀在中央党校省部
级干部进修班、高校、高层文化论坛作
主题报告。讲座中，陈宇飞围绕“城市
文化战略与城市文化品牌构建”这一

主题，结合自身研究与思考，从城市文
化战略的核心、城市发展中的难题以
及文化城市发展实践等方面，对城市
文化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和生动
解读。现场听众纷纷表示，授课形象
生动、道理深刻，十分符合资阳城市文
化建设的需求，通过讲座对城市文化
战略和城市文化品牌构建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识，受益匪浅。

据悉，“蜀人原乡文化大讲堂·名家
讲坛”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
办，市图书馆承办，下一期，将邀请国防
大学教授、正师职研究员公方彬授课。

□ 本报记者 黄建伟 陶思懿

身残志坚不低头，脱贫路上勇争
先。安岳县石羊镇龙柳村 9 组村民张
勇是一名残疾人，但令人称赞的是，他
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而是靠着自己坚
定的信念和勤劳的双手，与妻子一道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并在 2017 年顺
利脱贫。在安岳县 2017 年度“寻找最
美的你”身边道德榜样选树活动中，张
勇荣获“最美脱贫奔康榜样”称号，成为
了当地自主脱贫的典型之一。

张勇原本有个健康的身躯，但天有
不测风云。1996年，在外地务工的张勇
因天然气事故，导致全身上下烧伤面积
达 85%，右手手肘处皮肤粘连，无法伸
直，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成为一名二
级肢体残疾人。而高昂的医疗费用让
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举步维艰，一家
人因此致贫。凭着一定要让家人过上
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多年来，张勇靠着
一双残缺的手、拖着一副残缺的身躯，
与妻子在自家地里种上了桃子、李子、
枇杷等特色水果，同时发展山羊、生猪、
家禽、鱼等养殖业，一家人的生活条件

逐渐得到改善，日子越过越好。
“今年养了18只羊、4头猪、三十多只

家禽和5亩田的鱼，种了接近6亩地的桃
子、李子、枇杷等水果，还有5亩地的传统

农作物……”近日，记者在龙柳村见到张
勇时，他正在一片产业地里吃力地修剪
着桃树枝条。这个年近50的汉子并没有
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在谈到生活时，总是

面带笑容、充满希望：“如果这次不修门
前的入户水泥路，家里修房子欠下的 20
多万元今年也就全部还完了。”

记者了解到，未脱贫前，张勇一家
人住的是漏雨的石瓦房，生活来源仅靠
种植传统粮食来维持。而现在，经过危
房改造后，张勇一家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楼房，特别是在村上的产业扶持下，家
里的传统农业逐渐变成了特色种养业，
仅 2018年，他家养殖的山羊就卖了 7万
多元……“虽然有党的好政策，但要过
好日子还得靠自己。”张勇感触地说，只
有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
富，才能活得有尊严、有信心，才能把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身残志不残，全身上下都充满
了正能量。”龙柳村第一书记舒绍航说，

“目前，张勇家是全村 98户贫困户中产
业发展得最好的，而且他还不时主动参
加村里的义务劳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
干部群众广泛学习和弘扬。”

本报讯（张建）为加快推进今年“四
好农村路”建设，6月26日—27日，市交
通运输局会同市政府督查室相关人员
组成督导组，对全市今年“四好农村路”
建设工作推进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本次督导对各县（区）2018年考核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回访，
随机抽查了 24 个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进度、质量、安全管理、“七公开”制度、

“三同时”制度等落实情况，实地查看
了 6个乡镇、6个建制村农村公路管养
工作开展情况及效果，检查了农村公
路养护资金预算、农村公路县道和桥
梁专养、运营发展等工作推进情况。

针对本次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

导组分别与各县（区）政府进行了座谈
交流。督导组要求，一是要做好主动
对接和汇报工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要做好与本级财政、公安、自然资源与
规划、应急等部门的对接工作，牵头整
体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同时对无
法解决的困难，要及时向市政府作好
汇报。二是要攻坚推进项目建设。加
快推进项目建设前期工作，确保项目
建设按时开工。三是加强整改和督
查。对新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时
间、责任科室及责任人，如期整改到
位，同时要加大对乡（镇）、村相关人员
业务培训工作，督促乡镇、村加快推进
相关工作。

本报讯（实习记者 黄智微）6月25
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获
悉，近日，针对孙家坝棚改项目夜间施
工扰民现象，城管开出2万元罚单。

据悉，孙家坝棚户区改造项目在
未取得夜间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夜
间作业，受到周边市民投诉。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三贤祠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多次要求施工方立即整改，及
时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公示告知周
边居民。

5 月 16 日 22 时许，执法人员巡
查时发现该项目仍然在未取得夜间
施工许可证情况下，在环境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进行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的夜间建筑施工作业。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
音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和

《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
的规定。

三贤祠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当即

要求工地停止施工，并对现场负责人
进行批评教育。此外，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第五
十六条和《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
八十八条的规定，市城市管理行政执
法局责令该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并罚
款人民币 2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这块网球
场地皮都翻起来了，很少看到开放。”
近 日 ，市 民 打 进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26656119反映，位于城东蜀人原乡广
场的网球场出现明显破损，并询问该
网球场是否对外开放。

6 月 27 日下午，记者在蜀人原乡
广场看到，几个篮球场上有不少市民
在运动，而旁边的两个网球场却空无
一人。走近一看，一个大门紧锁，围网
上有修补过的漏洞；另一个门半开着，
围网有一个能钻得进人的大洞。两个

网球场的地皮都有多处开裂现象，场
地边缘低洼处还有积水。

记者获悉，此球场对市民免费开
放，由雁江区园林所维护，但常年使用
导致地皮开裂翻起，出于安全考虑，维
护单位将场地锁了起来。为进运动
场，部分市民私自打开门锁，甚至破坏
围网。区园林所表示将向上级反映该
情况，并争取尽快修缮网球场，向市民
重新开放；同时呼吁各位市民，爱护公
共设施，做文明资阳人，为了自身安
全，请到正常开放的球场运动。

本报讯（刘芳）日前，国网四川资
阳乐至县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第五届四
川省“玫瑰书香”家庭文化建设活动。

此次活动围绕“爱岗·爱家·爱国
——女职工在行动”主题，开展好书推
荐、家书征集、读书征文、摄影作品征
集等，旨在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
升女职工综合素质，引领女职工阅读，
促进职工阅读，推动家庭阅读，不断提
高女职工的家庭文明建设能力和岗位

建功水平，激发女职工爱岗、爱家、爱
国的情怀。

乐至公司女职工踊跃参加，纷纷投
稿，以书信的方式为自己的父母、爱人、
孩子或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书信；用原创
表演阅读作品感恩亲人，用书法、绘画
形式、摄影的艺术形式，展现出女职工
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彰显女职工的美
好新生活，展示新时代电网女职工新风
貌，电网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6 月 26 日，
安岳法院依照《人民陪审员法》规定组
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安岳检
察院指控被告人蒋某礼、陈某兵、唐某
兵等 15 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一案。

公诉机关起诉称，2016年以来，被
告人蒋某礼以开赌场牟利的方式笼络
陈某兵、唐某兵、童某、肖某飞等人，并
通过发放高利贷、强迫交易等手段牟
取经济利益，通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等壮大声势，多次作案，在当地影响恶
劣。庭审中，公诉机关统一宣读 15人
起诉书且逐一举证，并交由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质证。合议庭成员严格依法
行使职权，认真倾听控辩双方意见，依

法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整个庭审
过程井然有序。

该案是自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以来，安岳法院审理的资
阳辖区首例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案件。为提高庭审效率，合议庭在庭
审前依职权召集公诉人、被告人、辩护
人召开了庭前会议。为充分保障被告
人的诉讼权利，依法为三名未委托辩
护人的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扫黑除恶保平安

安岳公开审理一涉黑案 身残志坚 脱贫路上勇争先

市交通运输局

督导“四好农村路”建设情况

蜀人原乡广场的网球场是否为开放运动场？

部门：免费开放 即将修缮

陈宇飞做客蜀人原乡文化大讲堂
讲授“城市文化”

车城大道西门市场一带隔离栏破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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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为桃树修枝。

损坏的隔离栏。

网球场破损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