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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秋伃）近日，记者
从市人大常委会获悉，《资阳市中心城
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已获得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将于近期发布公告并实施。

据悉，《条例》于 2019年 12月 20日
经资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后
送往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在
今年 3月 31日举行的四川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第二次大会上，《条例》获得批准。

《条例》共分 6 章 43 条，其中明确
规定了制定资阳城市容貌标准、解决
城市管理热点难点问题、查处违法建
设、强化环境卫生规划建设管理等方
面内容。《条例》着眼资阳中心城区市
容和环境卫生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根据成德眉资经济圈统筹政策
协同，强化了同城化发展的思路；在回
应人民群众关切，提升城市品质，保障
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增强人民群众身
体素质，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 本报评论员 冯余冬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随
着清明节的临近，国人祭祀扫墓活动渐
入高潮。但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特殊时期，这注定是不一样的清明节。
别样清明一样情。改变传统祭祀方式，
践行绿色文明祭祀，同样能够寄托我们
的哀思。

清明是国人最为看重的祭祀节日，
扶老携幼、举家出行，坟前祭扫，是延续
了上千年的传统祭祀习俗，承载着人们
慎终追远、缅怀故人、寄托哀思、激励后
人的深刻寓意。但当清明遇到疫情，传
统习俗需要因时而变。基于疫情防控
需要，旨在推行移风易俗，民政部对今
年清明节祭扫活动作出了安排，要求各
地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可暂缓举办
集体共祭、骨灰撒海、公益性安葬仪式
等群体性活动，暂缓开放不具备疫情防

控条件的骨灰存放场所祭扫服务。各
地也纷纷向广大市民发出文明祭祀倡
议，尽量不去实地祭祀，不搞聚集悼念，
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
险，采用绿色祭祀、环保祭祀、在线追思
缅怀的云祭扫等方式表达哀思。非常
及时，很有必要。

清明祭祀，不忘先祖，思念故人，是
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是感
恩、孝道文化的一种有效载体，同时也
是国人的某种精神依托，对传承家风美
德有着积极作用，应当继承发扬。但传
统的祭祀方式，如焚烧纸钱、燃放鞭炮
等等，却易污染环境、引发火灾，存在安
全隐患，以现代文明为观照，已经不合
时宜，应当推陈出新、移风易俗，倡导现
代祭祀理念，在积极推行生态优先、绿
色环保的当下，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
祭扫方式，努力营造文明祭祀良好氛
围。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

自己、家人和他人的健康安全计，更要
避免扎推外出，人群聚集，这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清明祭祀，就是一种仪
式、一个载体、一种心境，没有必要拘泥
于某种固定不变的方式，重要的还是我
们的内心。国人历来重视“孝道”与“感
恩”，却又往往“形祭”重于“心祭”，以为
只有到坟（墓）前铺排场面、隆重祭扫一
番，才能表达缅怀之情，才算尽到了孝
道，因而格外注重祭祀的形式。这其实
有失偏颇。“形祭”固然不可缺少，但更
重要的还在“心祭”，心里装着逝去的亲
人，常怀感恩之心，激励鞭策后人，才是
清明祭祀的真谛所在。因此，我们应当
转变观念，树立“心祭”重于“形祭”的理
念，大力倡导践行文明祭祀，摒弃纸钱
和鞭炮，作别烟火与尘埃，清明节就会
更加“清明”。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
时间、智慧和耐心。这些年来，我们一

直在努力，发布各种禁令，采取严格措
施，促使人们改变传统祭祀方式，实行
新的祭祀方式，效果开始显现，网上祭
祀、居家祭奠、植树祭祀、烛光祭祀等现
代文明祭祀方式逐渐兴起，成为清明祭
祀的一道风景，但尚不足以替代传统的
祭祀方式，仍需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今年清明节，由于受疫情的影响，祭祀
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和要求，这是一个
契机，对推进移风易俗大有裨益。我们
要因势利导，做好宣传解释、舆论引导
工作，采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活
泼的有效手段，少些空洞说教，多些和
风细雨，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让文明
祭祀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进而在全社会
真正形成文明祭祀新风尚。

别样清明节，一样寄哀思。让我们
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以文
明祭祀的实际行动，过一个文明、绿色、
健康的清明节吧。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4月 2日，市
政协四届第十六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协工作会
议、市委四届九次全会、市委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市政协四届
四次会议有关事项，通过了有关人事
事项。

会议指出，年初召开的市委四届九
次全会，充分把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成资同城化发展等国省战略机
遇，为推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加
快建设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描
绘了美好蓝图，明晰了发展路径，确定
了重点任务，是引领资阳当前和未来发
展的“总纲”。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必须
按照市委决策部署，主动担当，切实发
挥人民政协的组织优势和平台优势，凝

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力量，为推动资阳高
质量发展竭智尽力；要务实作为，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
来，用履职情怀回应人民期望，为推动
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同心奋进；要秉持
情怀，按照建设责任委员、能力委员、
团结委员“三个委员”的要求，扎实做
好委员队伍建设和机关建设，为担当
新时代政协工作新使命坚定前行，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推动新时代资阳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政协副主席陈绍华主持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宋良华、孙军、刘廷安、
俞文祥、张光禄、倪勋，秘书长杨静出
席会议。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分管负
责同志应邀列席会议。

别样清明节 一样寄哀思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4月 2日，市
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廖仁松
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市委
四届九次全会决策部署，把握新方位、
履行新使命，奋力开创新时代资阳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汇聚强大力量。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旭主持第一阶
段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出席
第一阶段会议，市政协主席陈莉萍在第
二阶段会议上讲话，市委副书记段再青
主持第二阶段会议。

廖仁松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人民政协事
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人民政协理
论，标志着我们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新时代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认真落实中央、省委
政协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廖仁松充分肯定全市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加强和改进全市人民政协工作
作出部署。他指出，全市政协各级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担负起
把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实
下去、把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
起来的政治责任，为推动新时代资阳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坚持
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全
市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
进。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
特优势，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
焦市委四届九次全会部署，创新协商
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形成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的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市

委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要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健全以政
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的
学习制度体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
样性的关系，做好协调关系、宣传政
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广泛
汇聚团结奋斗的正能量。要充分发挥
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提高履职能力和
水平，当好人民政协制度的参与者、实
践者、推动者。要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围绕落实党的领导、发挥新型政党制
度优势、推动政协更好履职、改进政协
系统联系指导工作方式等方面建章立
制，努力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
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效能。

廖仁松强调，要加强党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政协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和会议，带
头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带头做党的统战
工作，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各级相
关部门要加强同政协组织的联系配合，
积极参加政协协商，配合政协开展调
研、视察、民主监督等活动，努力营造全
社会支持人民政协工作的良好氛围。

陈莉萍在讲话中指出，市委召开政

协工作会议，对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做好新时代全市政协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充分体现了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
省委决策部署的高度政治自觉，为全市
政协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要全
面领会、准确把握中央、省委、市委政协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和落实党对人
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汇聚团结奋斗正能量，加强
委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政协工作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全市各级政协
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切实抓好会议
精神的贯彻落实，在加强和改进政协工
作上有新作为，在助推新时代资阳高质
量发展上见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共识、汇
聚智慧力量。

市委常委，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
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住雁江区省政协委员、市政
协常委，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
志，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市知联会
负责人，各县（区）政协党组书记、政协
主席、党委统战部部长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远雄）4月 2日，市
委书记廖仁松，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旭
会见来资考察的上海新城控股集团副
总裁汪娟，双方就加快推进项目合作
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廖仁松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汪娟
来资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随着国家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省委
大力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和成都“东
进”战略的深入实施，资阳的区位优势
越发凸显，发展前景光明、空间广阔。
当前，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加快建设
成渝门户枢纽、临空新兴城市。希望
上海新城控股集团依托自身优势，按

照培育新业态、引领新消费的定位，在
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商业综合体方面，
打造出符合资阳发展实际的区域商业
新标杆，助力资阳市民生活品质提升、
城市经济突破发展。我们将强化服
务，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汪娟表示，新城控股集团十分看
好资阳发展，对企业入驻资阳充满期
待。企业将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加
快相关前期工作，推进项目早落地早
建设，为资阳地方发展贡献力量，并希
望与资阳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机制，
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发展。

市领导赵文峤、许志勋，雁江区
委、相关市级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廖仁松在市委政协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握新方位 履行新使命
奋力开创新时代资阳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廖仁松吴旭会见
上海新城控股集团副总裁汪娟

新华社重庆 4 月 2 日电（记者 黄
兴）重庆市人社局和四川省人社厅 2 日
以视频连线方式签署协议，明确将逐步
推动条件成熟的社保服务事项实现成
渝通办，并对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予以互
认。此举将加快两地间人力资源合理
流动与高效集聚，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协议明确，川渝将共同推进社会保险
服务协同，启动川渝职业年金转移接续，
建立两地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

流程，并实现与国家公共服务平台对接；
取消川渝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纸质表单
邮寄传递，缩短经办时限。同时，农民工、
新业态新经济平台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
人员等将不受户籍限制，可按规定在两地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为加快人才流动与集聚，川渝两地
还将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
能力考核证书互认；建立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互认机制，推行职称电子证书，实现
职称网上互查互认、证书通用。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两地在优化人
力资源市场要素配置、推动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协同等方面的合作事项：共同打
造人社数据交换平台，开展就业、社保、
劳动关系等方面数据交换共享；推进人
社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统一同一服
务事项名称；共建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共
同开展创业培训；在川渝结合部地区建
设一批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联合
举办人才招聘会和西部人力资源服务博
览会，增强两地人才集聚力。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记者从 4月
1 日举行的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市深化办医合作，与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签订合作
协议，充分借助上级合作医院的优质
医疗资源，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学科
建设、运营管理和医院内涵建设，为资

阳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安全、便利的
医疗服务。

2016年，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正式
增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资阳医院”牌
子，资阳市人民医院增挂“四川省人民医
院资阳医院”牌子。合作以来，全市新增
省级重点专科建设7个。（下转02版）

市政协四届第十六次
常委会会议召开

陈莉萍出席

回应群众关切 提升城市品质
《资阳市中心城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深化办医合作
资阳医疗服务能力升级

近日，成资渝高速公路资阳段全面复工，目前主要以路基交验和桥面施工为主，计划5月底完
成主体工程。图为3月19日，成资渝高速公路TJ3标段项目现场。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成渝社保服务事项将逐步实现“通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