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配合推进成都隆丰环保
发电厂项目，彭州市城乡管理局力
争实施生态防护林建设。启动城区
路灯智能化控制系统建设，在协和
大道、凯旋大道、金彭东路、天府东
路等路段实施路灯智能化控制系
统。采用PPP模式建设城区第二垃
圾中转站，推动我市生活垃圾收集
运输处理实现市场化运行，拟建设
一座占地15亩，日处理能力400吨/

日的中型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
同时开展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一期项目建设，预计在城区建
设点位150个，投入设备3000套。
以“牡丹印象”为主题，对迎宾路、
昇化台、客运中心等绿化节点实
施小游园改造，建设城市“园林小
品”，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图片由彭州市城乡管理局提供）

“高举旗帜、引领
导向，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团结人民、鼓舞
士气，成风化人、凝心
聚力，澄清谬误、明辨
是非，联接中外、沟通
世界。”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用48个字
指明了新的时代条件
下，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的职责和使命。

如何承担使命？
怎样担当职责？围绕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连日来，全市宣
传文化系统进行了深
入思考，并结合实际
工作进行了认真探
讨。大家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新闻舆论工作指
明努力方向、提供了
根本遵循，大家牢记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
职责和使命，坚持党
性原则，坚持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坚持正
确舆论导向，坚持正
面宣传为主，用更多
的新闻精品唱响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

责编 官远星 美编 廖敏 梁琼 校对 张德顺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2016年2月25日
星期四 04

开局之年 走好提升城市软实力第一步
彭州市“一二三四五”推进城市管理转型升级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开局之年起好步”系列报道之二

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
彭州市提升城市软实力如何走好第
一步？

“一个良好的管理和环境，代表
一个城市的软实力。抓好彭州城市
管理转型升级，就是不断增强城市
的软实力，提升彭州城市竞争力。”
彭州市城乡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强
调。彭州市将以构建“一个平台”，完
善“两项规划”，推进“三项治理”，打
造“四类示范”，实施“五项建设”为
主线，持续推动城市管理转型升级，
努力向“成都领先、三圈一流”的奋
斗目标迈进。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彭州人
居环境明显优化，城市品质有效提
升，市民群众基本满意，城乡环境测
评、考评位列成都市三圈层前列。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纳入市委、市政府目
标考核体系，完善部门对口联系镇、
社区、街道制度，形成齐抓共管工作
格局。实现了城区清扫保洁、市政维
护、绿化养护市场化运作。彭州市创
建四川省环境优美示范镇5个、环境
优美示范村 22 个。实施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场扩容、生态建设和渗滤液处
置升级改造，达到无害化处理Ⅱ级标
准。隆丰环保发电厂项目顺利开工建
设。在三圈层率先建成 13 个镇生活
垃圾压缩中转站，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体系基本形成。

另外，数字化城管实现城区主
要街道监控全覆盖，建成户外广告
管理、市政设施电子地图等特色子
系统，在成都市二、三圈层持续名列
前茅。持续推广新工艺新技术，在三
圈层率先启动“三防”井盖更换，改
造 LED 节能路灯 1559 盏。在三圈层
率先完成1185处违规LED广告拆除
工作，探索“四方联动”共治机制和
街道分级管理。牵头完成城区人力
客运三轮车规范整治，暂扣非法营
运电动三轮车500余辆；回购人力客
运三轮车经营权 1346 辆，规范人力
客运三轮车的车容车貌和标识标
牌，城区三轮车营运秩序乱象得到
了有效遏制。

彭州市城乡管理局将建立城
市管理综合协调平台，厘清部门、
各镇、相关单位城市管理职责边
界，强化主管部门与综合执法局的
协作配合，加大巡查监管力度。下
移城市管理重心，以朝阳中路、东
大街、翠湖路社区为试点，做实“社
区城管”工作，充分发挥社区干部、
居民小组长、议事会成员、退休老

党员以及物管企业在城市管理工
作中的作用，承担群众宣传发动、
及时发现问题、劝导违规行为、提
供问题线索、反映群众诉求、临时
摊区日常管理等职责，努力把问
题解决在基层，构建城市管理共
建共享的局面。推进成立彭州市
井盖监督中心，负责牵头城市道
路井盖的监督管理工作。

彭州市城乡管理局持续推
进市容市貌、农村环境、扬尘污
染治理。联合彭州市公安局、彭
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车辆
乱抛、行人乱扔”专项治理，对驾
驶机动车向道路抛洒物品、居民
和临街商铺乱扔乱倒垃圾等违
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在媒体
上曝光，形成对破坏环境卫生行
为的震慑。主动履行监管职责，
强化与综合执法局的协作配合，
完善街道分级管理标准，探索在
晋林市场旁、置信小区、天一广
场等区域设置流动商贩疏导点
位，统一外观形象、提高准入门
槛、完善退出机制，由社区或物
管企业负责日常管理。

同时对天府南路、许家巷

进行道路黑化治理，强化市场、
沟渠、工地、场镇、城郊结合部
等重点部位治理工作。建立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和扬尘污染治
理月考评制度，实行“月检查、
月曝光、月排名”。指导各镇实
施灯饰亮化、美化工程。在置信
C 区、南城小学、市城管局试点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强化群众
宣传发动，完善分类设施，引入
回收企业，制定落实奖励政策，
为下一步扩大分类实施范围积
累宝贵经验。大力实施扬尘治
理，实现施工工地打围、裸土覆
盖、出入车辆冲洗、建渣密闭运
输、洒水清扫保洁、工地出入口
硬化、扬尘案件查处“七个百分
百”的目标。

彭州市城乡管理局着力打造
环境治理示范带、环境优美示范
镇、散居院落示范村、城区特色示
范街（区）。打造湔江河流域、蔬香
路沿线环境治理示范带，新增散
居院落整治示范点 45 个，创建

“五十百千”环境优美示范镇 2
个、示范村5个、百村容貌整治试
点28个。在南北大街等街道采用

更加透气、透水、耐风化、耐腐蚀
的本土陶砖代替预制彩砖，增加
路面透水功能，带动本地经济；配
合实施隆兴寺片区等特色街区打
造，统一规范店招店牌，提升市
政、绿化设施。实施海绵城市绿化
改造试点，在金彭西路、高速路口
建设植草沟、下凹式绿地，增强绿
地的雨水吸附力。

打造“四类示范”创建环境优美示范镇、示范村

彭州市城乡管理局编制了《彭
州市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新
建公厕5座，城区垃圾桶更新70%
以上，提升城区道路机械化冲洗清
扫率至60%。出台城区清扫保洁作
业奖励办法，在严格考核的基础
上，对工作表现突出的作业公司给
予加分奖励，树立奖惩分明的工作
导向，督促作业公司提高作业质量
和服务水平。编制了《彭州市户外
广告设置总体规划》，出台《彭州市

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厘清城区广
告管理权属，对城区违规楼顶广告
进行全面清理整治，以公益广告替
换到期公交站点广告，实施公交站
点容貌提升工程。

同时开展彭什路口、牡丹北沿
线棕树林对面、天府西路、彭温路高
铁站等4处单立柱广告第二轮拍卖，
指导大型卖场、房地产企业广告提
档升级。拆除南部新城到期灯杆道
旗广告，严格控制新增违法招牌。

编制“两项规划”城区垃圾桶更新70%以上

构建“一个平台”做实“社区城管”工作

推进“三项治理”违法行为媒体上曝光

实施“五项建设”建设城市“园林小品”

白鹿镇的咖啡馆

彭州城市街道

正在改造的道路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用更多的新闻精品唱响主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产生强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党的新
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
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
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李
川表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
概括提出了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的职
责和使命，指明了努力方向和根本遵循。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将始终把政治方向摆
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
宣传工作中将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
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持续全面提升中心工

作报道水平。坚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持
续提高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传播力和影响
力。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新型城
市公共服务传播体”，推动主流媒体有更
多的受众群体，更大的舆论阵地。

“党性原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
本原则。”成都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
辑段后雷表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
格局如何变化，党管媒体的原则不能变。

“我们要在具体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做到党
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有机结合，自觉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
同时，还要在媒体从业人员中，广泛深入
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只有在正确
的新闻观指导下，新闻舆论工作才会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有效发挥引领社会、凝
聚人心、推动发展的作用；新闻工作者才
会有正确的行动方向，真正做党的政策主
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
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作为地方党委机关报的新闻工作者，
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理解，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
方向，履职尽责，担负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的职责和使命。”成都日报党委书记、总编
辑方明远表示，将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增强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
识，切实发挥好党报的喉舌作用。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秉持

“权威、深度、责任”的办报理念，加强阵地
建设，及时发出“主流声音”，增强党媒的公
信力和权威性。同时还要加快创新步伐，着
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以传统主流媒体的
内容优势赢得新媒体条件下的传播优势，
用受众便于和乐于接受的方式提供优质内
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表示，新闻舆论工作要以团结稳
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是党的新闻舆
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

“新闻，应该是客观真实，公正负责
的，必须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成都日
报记者徐璨表示，作为党报记者，要通过
求真务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维护党
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特别是在众说纷纭
的环境中，发出最“真”的声音，传播最

“正”的能量。在具体的日常采写中怎样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

观性？徐璨结合工作实际说，每一次的报
道，记者都应该保证新闻源的可靠真实，
新闻采写的全面客观，同时把握好新闻报
道的“度”，让新闻报道有价值、有深度，充
满正能量。

数年的职业磨砺让成都商报记者王
垚对新闻工作有更深体会。在她的回忆
中，每一次深入一线采访，都能收获感动，
而记者的笔触就应该让这些感动传递到
读者心中。“要让自己的新闻报道有温度，
就必须‘接地气’，让脚沾泥，走进他们的
生活，聆听他们的故事。”王垚说，一次对
援藏教师裴丽娟的采访让她印象深刻，正

是因为深入甘孜丹巴县大山中的小学，数
天的同吃同住，才能在最终的新闻报道中
向读者传递最真挚的感动，让读者真切地
感受到一股正能量。

自称为“小编”的成都日报锦观客户
端编辑吴喆表示，“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形
式多，范围广，不仅要求我们眼疾手快，迅
速精准找到新闻热点，还要我们技能全
面，采写编辑音频视频都要上手。”做到这
些，我们必须遵循媒体的传播规律，提升
责任意识，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做出更
多符合受众需求的新媒体产品。

武侯区新闻中心副主任张仕华表示，
新闻舆论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把大家的
思想认识凝聚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作
为区县级新闻单位，我们将办好地方媒
体，唱响主旋律，为区域发展造好势、鼓好
劲、加好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新闻
舆论工作，不能固步自封、老生常谈，必须吐故纳
新、与时俱进，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问题、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展工作。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部副主任周彦说，新
闻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如何找准与时代的对接
点、与百姓的共鸣点，是需要新闻工作者认真思
考和下功夫的。尤其在如今各种客户端新闻、网
络新闻充斥的当下，受众接受信息的手段更加多
样，因此，广大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度、接受信息
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甚至在语
言表达和图文传播上，都有了更具个性化、更有
贴近性的需求。“因此，要尊重新闻传播的科学规
律，要进一步探索创新新闻传播表达的新理念、
新视角、新手段，要留得住听众、‘粘’得住用户，
才能占领主流媒体传播的主阵地。”

成都电视台记者王旭长期坚持在一线，习总
书记的讲话不仅说明为什么做，对怎么做、做什
么都提出具体要求，对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
行动指南，她表示，在未来的工作中，要不断创
新方法、手段，实现高效传播，抢占舆论高地，切
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这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
为传统电视媒体人，我们坚持把创新思想融入
现在的节目中，把节目跟新媒体相结合，提升自
己的能力。

“习总书记的讲话将新闻舆论工作提到了新
的高度。”青羊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袁平表示，
工作中，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进一步创新理念
和方式方法，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前提下，综合运
用全媒体时代新的传播方式，把握新闻宣传的规
律和节奏，在尊重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创新理念和
手段，增强效能，让新闻宣传工作达到应有的传
播目的和效果。

成都日报记者 华露艳 李霞 李颖 张渝 李
自强 赵荣昌 陈泳

创新方法手段
增强新闻舆论实效

坚持党性原则
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

突出正面宣传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