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39人
入选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

四川经济日报讯 3月10日，记者从省人才办获悉，
中组部近日印发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入选人员名
单，我省共有39人入选。其中，创新长期项目4人，创新短
期项目3人，青年千人项目30人，外专千人项目2人。

此次我省入选第十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创新长
期项目 的4人分别是四川大学FanxinLong ，电子科技
大学 YanjieWang 、张彦，四川交响乐团 DarrellAng Ee
Chuan 。

入选创新短期项目的 3 人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
RaschkeBernd Markus 、DeenMohamed Jamal 和西南财
经大学苗建军。

入选青年千人项目的 30人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
郝锋、常凌乾、杨瑞国 、陈振骐 、王勇 、王钊 、王子竹 、
李珂 、宋井宽 、周家雨 、赖槿峰 、巫江 、杨青 ，四川大
学唐庆 、练仲 、孙智琦、米鹏、魏强、冯晓东、姜红、邵
振华，西南财经大学常晋源，西南交通大学何庆、孙湛
博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部 Mauro Cirio 、董
辉 、李颖 、罗慧 、关雪飞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贺大玮。

入选外专千人项目的 2 人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
GhoshBijoy和西南交通大学 Kumar BensonCraig 。

据了解，国家“千人计划”是由中组部牵头实施的
国家层面人才工程，是我国目前最高层次的海外人才
引进计划。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青
年千人计划”是国内最顶尖的青年人才计划之一，主要
面向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领域，入选者为所从事科研
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
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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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
审议“两高”报告

曹建明王东明尹力参加审议

旅游业是新兴产业，方兴未艾。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对发展全域旅游和推进旅游惠民提
出了新的要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建全域旅
游示范区。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的代表，我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乐山市市长
张彤说。

作为我国唯一一个拥有三处世界级遗产
的地级市，乐山旅游资源类型多、品位高，名
山、名佛、名人、名城四位一体。乐山也是旅游
资源大市，拥有峨眉山、乐山大佛等世界级和
国家级旅游资源37处、国家A级景区32处。

说起乐山旅游，张彤如数家珍。他说，近年
来，乐山市一直坚持把旅游业当作主导产业、
改革创新典型示范产业、共建共享惠民工程来
打造，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旅游惠民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旅游中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2017年，乐山市接待中外游客
512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69 亿元，分
别增长17%和23%。

提建议
加强西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制定西部大开
发新的指导意见。同时，还提到要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这让张彤感受到了机遇，此次他带来的建
议就主要围绕这两方面。

“我建议精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张彤
说，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重点从乡村旅游来突
破，因此建议大力扶持推进乡村旅游和旅游扶
贫，支持创新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园区、乡村田
园综合体、旅游扶贫联合体等模式载体，在项
目资金、规划培训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同时
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精准扶贫，不断增强农村群
众特别是贫困地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此外，张彤还建议加强西部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他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家要制定
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西部发展很大的短
板在基础设施方面，因此他建议借此机会加大
对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地区旅游、交通等基础
设施建设的投入支持，补齐旅游基础设施短
板，促进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聚焦西部发展，张彤还提到，西部不少地
区农旅融合发展具备天然条件和独特优势。因
此，张彤还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配套政
策，在资金项目、建设模式等方面支持西部地
区有条件的地方合理开发特色产业、田园生
态、乡村民俗文化等资源，建设农旅融合发展
特色区、示范区。

谈旅游
从“观光游”到“旅游+”精细化供给

提到乐山，绕不开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
眉山—乐山大佛。亿年峨眉、千年大佛，是乐山

最响亮的名片。经过多年发展，乐峨精品旅游
线已成为国内重要的“世界遗产旅游线”，也是
全省最成熟的精品旅游线路之一。

如今，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消费需求
的提高，对乐山旅游供给、旅游产品、旅游业态
提出了更高要求。告别以景点景区为依托的观
光旅游时代，未来乐山旅游业发展之路何在？

“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乐山以‘旅
游+’精细化供给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建设四
川旅游首选地，率先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张彤说，乐山确定了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
的主导地位，明确了扩容提质、景城一体、全域
旅游的发展路径。“一环九组团”的全域旅游总
体规划描绘出乐山旅游发展的“美丽”版图。

张彤介绍，近年来，乐山市确定了旅游业
的主导地位，提出一产围绕旅游调结构，二产
围绕旅游促转型，三产围绕旅游强服务，出台
了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旅游带动转型发展、高质
量发展。据悉，2017年乐山市以旅游为代表的
绿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20%，旅游
对服务业的贡献率超过40%，第三产业占比由
五年前的不足30%提高到43.6%。

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乐山全力做
好扩容提质、景城一体、全域旅游“三篇文章”。
推出“夜游三江”、峨眉国际旅游度假区、张公
桥美食街、罗城古镇等项目。成功引进中青旅、
灵山文旅、王潮歌团队参与乐山大佛、峨眉山
扩容提质项目。目前来乐游客停留天数延长至
2.1天。

乐山还搭建了四川旅游国际交易博览会、
峨眉山佛光音乐节、乐山乐水乐活国际马拉松
赛等展会赛事平台，提升了城市开放度和影响
力，培育了旅游+会展、旅游+音乐、旅游+体育等

新业态新产品，既为旅游业自身发展获得了新
空间，也为其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话民生
全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全域旅游需要全民参与，最终实现全民共
享发展成果。

旅游惠民是推进全域旅游的一项重要原则。
张彤介绍说，作为全省脱贫攻坚重要战场，立足
生态优势，深入实施“旅游＋扶贫”，2018新年伊
始，乐山就出台了《小凉山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发
展实施方案（2018—2022年）》，以5年为周期，以
全域旅游作为战略途径，整体提升小凉山民族地
区的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
区发展水平，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和最美丽、
最具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新彝区。

主要依托小凉山彝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乐
山实施旅游精准扶贫，推进茶旅融合、乡村民
宿等旅游扶贫开发，建立“企业+合作社+农
户”易地链接机制，让贫困村和贫困户依附在
旅游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稳定脱贫。

通过“造节会活动、建特色村镇、做旅游商
品”的途径，创新发展旅游扶贫，带动沐川县桃
源山居、马边彝族自治县玛瑙村苗家新寨、峨
边彝族自治县先锋村等一批贫困地区特色乡
村旅游接待点走上村美民富的旅游脱贫路。

此外，乐山还大力关注民生，把厕所革命作
为重大民生工程。过去三年，乐山市累计投入资
金1亿多元，完成新改建厕所300多座，并形成厕
所建管养长效机制，成为全国首批旅游厕所建设
先进市。未来三年，乐山将新改建1000多座厕所，
从景区、城区、乡村等方面着力全域推进。

全国人大代表、乐山市市长张彤：

让全民共享全域旅游发展红利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闫新宇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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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彤代表在全国两会上

四川经济日报讯 3月 10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全体会
议和小组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代表团团长王东明，省
委副书记、省长、代表团副团长尹力参加审议。

根据大会统一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少平以及“两高”有关同志到团听取意见。

代表们在发言中表示赞成“两高”报告。大
家认为，“两高”报告站位很高，内涵丰富，重点
亮点突出，文字朴实精炼，用翔实充分的数据、
生动鲜活的案例和突出的业绩全面实在地总

结了过去五年司法工作，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困难认识清醒到位、不遮不掩，对 2018年的
工作部署清晰明了、举措得力。报告坚定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重要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
真务实、改革创新、催人奋进。

代表们表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要坚定
贯彻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进一步把

“两高”报告精神学习好、领会好、传达好、贯彻
好，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以实际行动更加有

力有效地捍卫公平正义，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
良好的法治环境。

发言中，代表们还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
王树江代表建议积极推动设立成都互联网法
院。冯键代表围绕全面提升四川检察工作谈了
意见。杨兴平代表建议继续加大民族地区双语
法官培训、加强法院的文化建设。徐玖平代表建
议最高法院进一步深化与高等科研院校的合
作。杨自力代表建议加快推进集体土地上的房
屋征收立法。王晓梅代表建议多措并举强化未
成年人权益特殊保护。罗佳明代表建议推动出
台促进法官检察官办案激励机制、完善行政与
司法联动机制。易家祥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大对

教育就业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司法力度，着力增
强群众法治获得感。邹瑾代表建议加快大熊猫
国家公园的勘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司法支持
和法律保障。苟兴龙代表建议深化法院、检察院
与高校的协同育人机制，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法
律人才。陈朗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检信
息化建设。查玉春代表建议加大诚信体系建设
力度，形成惩治“老赖”的综合举措。陈张铭代表
建议进一步完善跨区域环境保护执法和司法联
动机制、加快智慧检务建设。何学彬代表建议加
快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家立法。

代表团副团长王雁飞、范锐平、王宁、陈文
华、叶壮参加审议。 （刘佳 阳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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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使这个小乡
村披上锦绣，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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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成都今年将举办68场重点展会

四川经济日报讯 3月 9日，2018年成都市国际会
展及经贸交流工作座谈会召开，会上透露，2018年，成
都将举办68场重点展会，并将实施“名展、名馆、名企、
名业”四项行动计划，打造“国际会展之都”。

座谈会上公布的《2018年成都市重点会展项目一
览表》显示，今年，第 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成都
美博会、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合作大会、成都国际家具
工业展览会等 68 场重点展会将在成都举行。其中，
2018年11月，成都市将与西班牙至诚中西文化协会合
作举办西班牙成都经贸旅游文化周，西班牙商品展面
积达 2万平方米，参展西班牙企业超过 300余家，该项
目将持续在成都举办。

今年，成都提出的“名展、名馆、名企、名业”四项行
动计划包括：实施“名展”行动，引进一批重大展会项
目，策划一批专业展会项目，提升一批自办展会项目;
实施“名馆”行动，顺应“一市两馆”新形势，坚持差异化
错位发展，推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增位计划”，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提升计划”;实施“名企”行动，支持
本地龙头企业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方式进一步
做大规模，夯实国际会展之都市场主体基础;实施“名
业”行动，构建会展产业生态链生态圈，积极推进天府
中心国际会展功能区建设。

座谈会上还总结了2017年成都会展业的发展成绩。
据成都市博览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市会展业保
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市举办重大会展活动596个，会展业
总收入931亿元，其中，直接收入93亿元，拉动收入838亿
元，参展(会、节)人数9955万人次。 ( 吴亚飞)

四川财政安排11亿元
投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四川经济日报讯 四川省财政厅将安排下达11亿元
用于2018年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其中，4亿元用于文
化扶贫，5亿元用于公共文化设施，2亿元用于公共文化
服务活动。这是记者3月10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的。

据四川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将安排 4亿元
支持贫困区，保障四川 30 个贫困县、3500 个贫困村、
100万贫困人口完成脱贫摘帽任务，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这4亿元资金将建设四川省2500个村文化室、建
设 3105个幸福美丽新村文化院坝、建设 1933个村级
应急广播系统和22个县应急广播平台、为25万户贫困
户配置电视入户接收设备。

四川省财政厅将安排 5亿元支持贫困区，全面落
实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和运行维护经费保障政策，
并适时提高相关补助标准。

这 5 亿元资金将保障四川省 91 个博物馆和纪念
馆、36个美术馆、202个图书馆、207个文化馆、4318余
个乡镇文化(站)、260个城市社区(街道)文化中心、5.5
万余个农家(社区、寺庙)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
免费开放：用于四川省 26万余个广播电视“村村通工
程”向“户户通工程”升级。

今年，四川省财政厅将投入2亿元，保障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文化活动开展。满足基层人民群众多元化的
精神需求。将支持全省范围内的送文化下乡 1500 场
次，送戏下乡 11058 场次，放映农村公益电影 55 万场
次，鼓励文艺院团在贫困县开展“结对子、种文化”活
动，支持乌兰牧骑式文艺队伍深入基层进行公益性巡
演。 (魏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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