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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特色活动

❻ 四川省迎春盆景邀请展

时间：1月25日至3月10日
地点：成都市百花潭公园
内容：邀请四川省各地盆景协会、

盆景园、盆景爱好者参加，以春天开花
植物（铁脚海棠、垂丝海棠、茶花、梅花、
杜鹃等）为主，配搭部分常绿植物盆景
和山水盆景，共计盆景320盆，还将邀
请有关专家举办盆景知识讲座。

❼ 2019春花展

时间：3月8日至4月18日
地点：成都市植物园
内容：用70余个品种的春花乔灌

木及40万余株草花，进行全园氛围营
造。同时举办科普馆探宝、成植自然探
索、爱鸟周等活动。

❽ 成都市第五十五届花会

时间：3月中旬至4月中旬
地点：成都市文化公园
内容：共设置精美景点15组，以

春季花卉为主体，以精品花卉（牡
丹、蝴蝶兰、红掌、百合等）为特色，
增设互动性节目，举办“增花添彩”

“插花互动”“绵竹年画”等活动。

❾“竹韵望江 大美公园”纪念望江楼
建成一百三十周年暨第二十三届成都
竹文化节

时间：4月7日至5月5日
地点：成都市望江楼公园
内容：将举办祭楼大典、望江楼

楹联大赛、川西林盘设计大赛及论
坛、竹艺望江楼文创大赛、望江楼老
成都讲坛、薛涛与望江楼论坛、插花
艺术展览及讲座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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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重锦官城”美景
2550万盆鲜花将展芳容

记者从通气会上获悉，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共同主办
的2019年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
主会场暨天府迎春赏花节活动即将于1
月25日在成都市文化公园开幕，活动将
持续至4月中旬。2019天府迎春花市也
将同时启动，持续至1月31日。

2019年春节期间，成都市在城市公
园、城市赏花大道、小游园等节点，以植
物雕塑、花卉、丰富的活动，营造热烈、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激发市民积极
参与公园城市建设的热情。

成都作为活动主会场，将营造47条
城市道路赏花节点，66个小游园、微绿地
观花节点，打造17组城市植物雕塑，面积
共计约50万平方米，展示时令鲜花约
2550万盆，届时将有百余种特色花卉绽
放，形成“花重锦官城”的视觉盛宴。

逛天府迎春花市
300多种花卉等你买回家

天府迎春花市期间，市民还可以在
文化公园、人民公园、百花潭公园、新华
公园、桂溪生态公园购买到特色林下产
品、森林食品、时令鲜花、年宵花等，并
搭配有花药、花肥等园林产品。花市共
有65个展位，销售涵盖红掌、仙客来、蝴

蝶兰、报春花、郁金香、金弹子、罗汉松
等300余品种。同时锦江区、温江区、郫
都区、新都区还有五家地方花市将同步
举行迎春花市活动。预估销售时令花
卉、苗木、盆景等10万盆以上。

此外，为丰富市民游客新春游憩娱
乐活动，1月25日至27日，天府绿道公司
将在锦城绿道桂溪生态公园、锦城湖公
园内举办“锦城绿道生活节”活动，举行
绿道健康跑、年货市集、动漫巡游、民俗
表演等活动及演出。

2月～4月，在成都各大城市公园还将
举办公园城市故事会、园林展览等特色活
动，如四川省迎春盆景邀请展（地点：百花
潭公园）、纪念望江楼建成一百三十周年
暨第二十三届成都竹文化节（地点：望江
楼公园）、成都市第55届花会（地点：文化
公园）、2019春花展（地点：植物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秀明

据新华社电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15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
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快推进政
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政法
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建设，忠诚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
锐意改革创新，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

务，不断谱写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把政法工作摆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来抓，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维护了政治
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促进了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党中央坚
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全国政法战
线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智慧和汗水。习
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政法干警

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好党的群众

路线，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善于把
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
起来，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
制，创新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
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
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要加大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司法
力度，让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
新、食品更安全、交通更顺畅、社会更
和谐有序。

习近平强调，要善于把党的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

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
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要创新完善平安建设工作
协调机制，统筹好政法系统和相关部
门的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
动、平安联创的良好局面。各地区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要落实好平安建设领
导责任制，履行好维护一方稳定、守护
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深入推进社
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
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

化，改进见义勇为英雄模范评选表彰
工作，让全社会充满正气、正义。要坚
持依法办事，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
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要完善基层
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
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
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塑造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
要加快推进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

习近平强调，黑恶势力是社会毒
瘤，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侵蚀党的

执政根基。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
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
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要紧盯
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
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
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

习近平指出，政法系统要在更高
起点上，推动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
展，加快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政法机
构职能体系。要优化政法机关职权配
置，构建各尽其职、配合有力、制约有
效的工作体系。要推进政法机关内设
机构改革，紧转02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各项工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本月底到5月初
全市赏花买花最强攻略来了
9项大型生态旅游、赏花活动即将在成都展开

今年成都将建52个
垃圾分类示范街道

随着设备越来越智能化，垃圾分
类已不单单是一句口号。对于社区里
的“小黄狗”垃圾分类设备，住在府城
社区的高一学生徐清这样评价：“感
觉挺好玩的，长得也比较可爱，比一
般的垃圾桶可爱多了。”

16日，记者跟随市城管委、市商
务局、市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参观了

“小黄狗”垃圾分类新模式。随后，全
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推进会在
成都高新区举行。

试点“黑科技”
扫码返“环保金”
还能智能识别垃圾

在点位现场，小黄狗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长助理马潇介
绍，“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
分为纸类、纺织物、饮料瓶、金属、塑
料、玻璃等回收类别，“市民下载
APP，注册并扫码使用后，可以按照
计件、计重两种方式，来确定返还的

‘环保金’数额。”
马潇介绍，如果市民出现了误

投、乱投的现象，该设备还可以智
能“识别”垃圾种类，“比如，如果投
了一块砖块到‘饮料瓶’类别，通过
智能识别后，它会自动把砖块返还
到投递口。同时，还能把误投信息
记录到用户的数据，形成用户的行
为肖像。”

如何做到智能识别的呢？马潇告
诉记者，这里面有两种技术手段，对
于塑料瓶等可视觉识别的，通过安装
3个摄像头进行抓拍，以实现智能识
别并预警。对于纸质类等，则可以通
过投入物品的平均密度、平均体积
等，“通过预警线的设定，来判断它是
不是纺织物、纸类等。”

马潇表示，希望打造一个产业
“生态体系”，下一步该公司将拓展
大物件上门回收、搭建网上商城、环
保大数据以及垃圾分类征信系统等
服务。

据高新区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高新区已安装了74台“小
黄狗”智能垃圾回收设备，预计到本
月中旬，安装台数将达100余台。

今年怎么做
建设52个示范街道
探索垃圾分类纳入征信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将建设52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
道（乡镇），大力开展社区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项目，开启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小区2.0时代，实现生活垃圾分类主
体、分类类别、分类责任全覆盖，以及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
体系全覆盖。

该负责人表示，还将鼓励“小黄
狗”等智能回收终端设备进社区，推
进“互联网+回收”与“天府市民云”
平台对接，利用社区便利店、便民服
务点、社区服务点探索“代收代储”等
新模式，逐步形成稳定、高效、安全、
便捷的回收渠道，提升回收率。此外，
还将健全居民“绿色账户”“环保档
案”、积分兑换等激励机制，并探索将
垃圾分类纳入征信系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昨日，2019四
川花卉（果类）生态
旅游节主会场暨天
府迎春赏花节新闻
通气会在省林业和
草原局召开。会上发
布了未来数月内成
都、全川范围内的大
型赏花、生态旅游活
动。记者梳理发现，
从本月底至5月初，
将有9项大型生态旅
游、赏花活动在成都
展开，在此期间，市
民不仅可以欣赏“花
重锦官城”美景，还
可买花、学习花艺
等，尽情和花亲近。

❶ 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展销活动

时间：1月25日至1月31日
内容：在文化公园举办全省21个市州的大

美景观图片展及特色林下产品、花卉展销活动

❷ 迎春花市活动

时间：1月25日至1月31日
活动内容：设立青羊花肆（成都市文化公

园）、少城花肆（成都市人民公园）、百花潭花肆
（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成华花肆（新华公园）、
桂溪花肆（桂溪生态公园），同时设立锦江花肆
（白鹭湾湿地花市、万福花市，1月28日～2月19
日）、新都花肆（北星花市）、温江花肆（温江区
花木交易中心）、郫都花肆（春天花市），面向市
民在春节期间展销春季特色花卉。

❸“公园城市故事会”系列活动

时间：1月至4月
地点：各公园及绿道
活动内容：开展与园艺知识讲授、园艺文

化传播相关的公益活动，展示我市“公园城市”
的最新成果，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公益文化活
动，为园艺爱好者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❹ 插花花艺秀活动

时间：1月25日至1月31日
内容：文化公园举办花艺秀活动，包括

插花艺术展览及表演，展示成都插花花艺大
师的精彩技艺，推动广大市民学插花、爱成
都的活动深入开展。

❺ 春季花卉摄影活动

时间：3月下旬征集作品、4月中旬在机关
办公区及地铁等媒体进行宣传，展出若干天

内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激发市民摄影热
情，用相机记录下春季多彩缤纷的片段，给幸福
生活留下一份美好回忆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彭清华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黄新初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王树江冯键分别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五问：
国际化营商环境，
如何跟上开放步伐？03

市民带着孩子在花田中玩耍 资料图片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刘佳
刘春华 任鸿） 1月16日下午，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四川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增设
社会建设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更名为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决定，以
及关于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成员人选表决办法，听取了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
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大会应出席代表885人，847名代
表出席，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彭清华，本
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陈文华、杜抗
战、胥纯、谷运龙、李康、达久木甲、孙
云、陈云川、马红及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主席台就座。陈文华主持会议。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出席会议。
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托，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新初作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黄新初说，2018年
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
一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常
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省委
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创新工作思路，强化责任担当，依法
履行职权，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

规26件，批准市州地方性法规和民族
自治地方单行条例38件，听取和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16个，开展执法检查4
次，听取和审议政府报送的重大事项
报告6项，作出决定决议6项，依法任
免和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61
人次，顺利完成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努力提高地方立
法质量，法治保障作用有效发挥；着
力完善监督机制，监督工作更加有
力；依法行使决定权任免权，党的主

张和人民意志充分体现；大力支持代
表依法履职，代表工作进一步深化和
拓展；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依法履职
能力不断增强。

关于2019年的工作，黄新初说，省
人大常委会将以深入推进“四讲四有”
人大建设为抓手，自觉践行新发展理
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
力加强和改进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和
代表等各项工作，凝聚和激发各方面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下转02版

审理黑恶势力犯罪
211件149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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