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14年5月29日 星期四

要闻

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成都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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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文化旅

游度假区也将正式全面动工开建。据七

星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苏绍俊称，浪漫

地中海七星国际旅游文化度假区于

2013年中国西博会上招商引进，总投资

额近百亿元人民币， 携手美国好莱坞、

迪士尼团队联合打造。项目集地中海自

然风光和人文风情、旅游购物和休闲度

假于一体， 将建设成为一个不分白昼、

不受季节和气候影响，真正实现全天候

旅游、令人震撼的高科技体验式国际文

化旅游度假区。

整体而言，建成之后，这个项目将

连创三个全球第一：全球第一艘按1:1原

型建造的泰坦尼克号；全世界最大的室

内人造天空沙滩海滨浴场；全球第一家

立体互动高科技动感演艺剧场。同时拥

有两个中国内地第一：中国内地第一个

高科技体验式旅游风景区，中国内地第

一条室内人造天空水道商业街。 此外，

充分运用全球领先高科技，项目还建造

有浪漫地中海国际文化旅游综合体、世

界电影大片和中外优秀文化旅游项目

体验馆、古郪国民俗文化小镇、土耳其

温泉浴、商务及机场、山地及水上运动

公园等。

（王荣）

环球旅游高峰论坛明日大英开论

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5月30日宣布全面动工开建

明日的四川遂宁大英

将名家云集， 环球旅游高

峰论坛将在这里举行。据

悉， 该论坛是浪漫地中海

七星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

对外宣布全面动工开建的

重头戏之一。 该论坛届时

将由凤凰卫视主持人李辉

主持，“中国创意产业之

父”、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厉无畏， 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秘书长、 原商

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等名人

名家参加。 今年首届论坛

的主题为“中国旅游发展

的国际化思路与高科技体

验”。 该环球旅游高峰论

坛暂定两年举办一次，以

后将永久落户四川遂宁大

英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文

化旅游度假区。

世界旅游的发展趋势及成功案例分析、解剖

中国旅游发展的困局、如何将文化因素注入到旅

游项目中从而打造深度体验式旅游……据悉，明

日在大英举行的环球旅游高峰论坛，由凤凰卫视

主持人李辉主持，“中国创意产业之父”、十一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秘书长、 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等名人名家参

加，论坛主题将锁定“中国旅游发展的国际化思

路与高科技体验”。

如此盛大的一个论坛， 为什么会选择在四

川举行？ 对此， 论坛组委会负责人黄梨昨日表

示，在四川举行环球旅游高峰论坛，除了国际经

验交流，还有多个现成标本可以观摩借鉴，比如

大英县。在黄梨看来，大英的升级版旅游产业正

在迅速崛起，并且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具备

与世界对话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大英目前已经

出现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世界级样板产品。

其中最典型的产品，就是连创了三个全球第一、

两个中国内地第一的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旅游

文化度假区。

据了解，该环球旅游高峰论坛暂定

两年举办一次，以后将永久落户四川遂

宁大英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文化旅游

度假区。《环球时报》 相关负责人昨日

表示，举办环球旅游高峰论坛是顺应中

国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形势需要而特

别搭建的一个国际性高端交流平台。论

坛将以切实推动国际旅游文化交流为

宗旨， 全面整合国内外政界、 商界、学

界、媒体界一流资源，打造成为中国旅

游行业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发声平台。

“全球的旅游产业都在转型，中国

的旅游消费更是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

化。”论坛组委会负责人黄梨昨日称，旅

游者的旅游意识和旅游观念逐渐觉醒，

人们从单一的赏景、 猎奇转向追求个性

化、体验化、情感化的旅游经历。但我们的

旅游行业现状却并没有跟上这种需求的

转换。自然型、观光型景区因此也开始面

临诸多问题，如景区吸引力下降、消费增

长放缓、经济效益下滑、景区破坏严重等。

现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要充分整合

国内外各界资源，及时梳理中国旅游产业

发展最新趋势，帮助旅游行业及时发现市

场最新需求并进行转换，推动中国旅游产

业更加稳健地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名嘴主持嘉宾云集 李辉主持论说环球旅游焦点话题

永久落户遂宁大英

两年一次锁定浪漫地中海七星国际

国际度假区明日开建

携手美国好莱坞和迪士尼联合打造

浪漫地中海国际文化旅游综合体效果图

泰坦尼克效果图

成都市检察院预防经济犯罪职务犯罪

成都商报讯 （成检宣 记者 孙兆

云）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武侯区检察

院获悉，在市检察院统一组织下，该院

预防经济犯罪、 职务犯罪宣讲活动已

经启动。 武侯区检察院昨日还通报了

一批经济、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包

括成都某中学原校长彭某受贿一案。

彭某利用职务便利， 为培训机构介绍

生源， 允许本校教师到该机构兼职任

课，并从中获利5万余元。日前，彭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5年。

2011年12月， 成都市七色花培训

学堂执行董事、校长杨某，为在彭某的

中学开展业务、招收生源，找到时任校

长彭某，请其帮忙组织、动员该校的学

生到该学堂参加培训补课， 并请其同

意该中学的教师到该学堂兼职任课。

彭某遂利用职务便利， 违反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授意本校各

年级组长章某等三人为该机构在本校

招生提供帮助。 后章某等召集所在年

级班主任，要求各班主任动员、组织本

班学生到该机构参加培训， 并允许教

师去兼职。

2012年1月到2013年3月， 该机构

先后为该中学学生组织了4期补习

班，在收取学生培训费后，该机构董

事长司某、 校长杨某按照事先约定，

先后多次向彭某及章某等行贿，其

中，彭某共收受贿赂款56000元。

武侯区检察院起诉指控彭某犯受

贿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彭某系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担任校长职务之便，非法

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其行为已

构成受贿罪。彭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其已全部退赃，酌情

从轻处罚。 遂判处彭某有期徒刑5年，

受贿款56000元予以没收。

武侯区检察院还通报了该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薛某等利

用职务之便，接受中介人请托，违反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工作的相关规定，

为市外参保人员办理跨市转入手续，

并从中受贿3万余元。

近日，“2014年武侯区拆迁领域职

务犯罪预防宣讲启动仪式” 在望江路

街道办事处举行。 该办事处全体人员

及7个社区两委委员100余人参加了此

次活动，拉开了此次宣讲活动的序幕。

该院预防经济犯罪第一阶段的宣

讲将持续到今年11月25日，其中预防职

务犯罪宣讲将从拆迁领域开始，对该区

13个街道开始为期3个月的宣讲活动。

成都一中学校长

帮培训机构揽生源

受贿5.6万获刑5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发

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发表了系

列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 也是成都市广大党员干部准确领会中央和

省委部署要求、推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

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陈藻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一篇阐述

科学发展的“系统论”。学习总书记讲话，就要深

刻学习对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发展形势的科

学判断、对发展规律的清醒把握，进一步坚定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的决心。

市投促委外资审批处处长刘建， 刚刚参加完

市委党校组织的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轮训班。他表示，在成都

新一轮的发展中， 市投促委外资审批处将认真贯

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尊重企业与投

资者，“始终与办事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陈藻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一

个有机整体，涵盖极为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也是一篇全面深化改革

的“宣言书”。学习总书记讲话，就要全面掌握新

一轮改革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立足成都

实际，按照成都市委“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

战略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持续。”

陈藻表示， 成都应该选择一种更为适合成都的、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广大党员干部也要

按照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统筹抓好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和强作风各

项工作，大力建设宜人成都、法治成都、廉洁成都

和平安成都， 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

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推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在成都落地生根。

刘建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

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

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因

此，在工作中，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投资者和企业至

上，主动为企业服务，积极探索更加高效便民的工

作方法，提高服务质量。”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获

悉，作为天府新区的主干路网、四川省大件运输货

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长37公里的天府新区

货运通道（工程名）预计年底形成通车能力。天府

新区货运通道东接龙泉驿区车城大道，在新兴镇

南接已建的双简快速路，改造利用双简路至太平

镇，加宽扩建太合路、东山快速通道至永兴镇北，

此后路线折向西，上跨成自泸高速，与在建红星

路南延线、天府大道互通，上跨国道213，与规划

站华路交叉，经高庙、官塘、火石岩，止于天府新

区与双流县交界， 与货运通道双流境路线相接，

新建19公里、改扩建18公里，全部按公路一级标

准设计实施，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双向6车道。

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

天府新区“大件路”预计年底可跑车

正在建设的天府新区货运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