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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产业生态圈如何建设？
推进通用航空业发展

产业发展是“东进”的重点之一。
现场，民革成都市委会主委里赞

代表民革成都市委会提出建议，建议
打造高端产业生态圈。具体如何做？他
提及两个方面，一方面，规划时在产业
选择上应突出高端定位取向。依托未
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使产业生态
圈集聚空港物流、国际商贸、高端消
费、航天制造、节能环保、网络通讯、康
养旅游、高端医疗等功能，努力构建支
撑中国内陆开放的新枢纽。另一方面，
生态圈在产业布局上应突出错位协
同、统筹布局，考虑简州新城、淮州新
城、空港新城等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
优势，打造多元化发展格局。

台盟成都市支部主委潘裕萍建
议，东部新城应该配合四川省低空空
域改革，在政策扶持、资金补贴、行业
监管、人才引进等方面使劲，促进区域
通用航空业健康、快速、高效发展。同
时，利用成都体育学院落地东部新城
的难逢机遇和紧邻民航飞行学院的地
理优势，在东部新城建设一座集教学、
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能、智
能化私人飞机驾驶员培训基地。

无党派人士代表陈维亮表示，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东部新城要坚持以项
目为抓手，以绩效来考核。

如何引进人才？
要做到“全生命周期关注”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聚集。
现场，民盟成都市委会主委刘旭

光表示，“东进”区域是“白手起家”，在
全国各个城市都在进行“抢人大战”的
背景下，人才引进尤其需要理清着力
点、找准吸引点。刘旭光建议，要重点
从两方面入手强化和做实人才引进：
一方面应该根据新城产业规划、产业
生态引入企业，招引相应专业人才；另
一方面围绕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公
共服务，招引相应专业人才，“前者以
企业为载体，通过企业吸纳和承载产
业人才，直接服务产业发展；后者以学
校、医院、宜居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为
载体，吸纳和承载高水平服务人才，营
造城市生活品质。”

民进成都市委会主委杨建德同样
提到人才，他建议借鉴国内其他城市
做法，统一蓉漂人才驿站标准，升级应
用场景和服务功能。同时，他建议将蓝
领技术人才纳入“蓉漂计划”。“东进”

区域生产和服务领域岗位一线、掌握
专门知识和技术的技能作业类人才缺
口最大，占整体人才需求的28.12%。而
目前成都《蓉漂计划》所涉及的人才只
指向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才，没有
将高级技术工人、技师等企业急需的人
才纳入其中。建议将此类人才也纳入

“蓉漂计划”进行引进。杨建德还建议，
完善东进激励政策，支持用人单位采取
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方
式引进国内外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教育、医疗如何保障？
建议在东部新城设立职业教育城

医疗、教育是城市的基础保障，也
是昨天各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现场，民建成都市委主委仰协代
表民建成都市委会提出建议，建议在
东部新城设立职业教育城。为何要建
议在东部新城设立职业教育城？仰协
表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相辅相成。成都现有中高职学校143

所，专业设置基本覆盖全市各个产业
领域，发展形势逐年向好，但职教校区
小而散、实训环境差等问题制约发展，
而东部新城正着力布局高端高新产
业，符合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
特点。

农工党成都市委会主委甘华田关
注到东部新城的医疗配套，“我们经过
前期初步调研发现，由于历史遗留等
原因，东部新城区域的医疗卫生服务
供给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不断增长之
间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他建议，树
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做好顶层
设计；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强化疾
病防控能力；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满
足居民医疗需求；打造卓越的医疗卫
生技术人才队伍；利用互联网+医疗
健康，打造智慧医疗；提升医疗卫生的
国际化服务能力。

如何保留生态本底？
建议推动EOD发展模式

东部新城应该如何规划？“东进”
应该如何保留生态本底？

现场，成都市工商联主席梁伟建
议，东部新城规划建设应该明确四个
定位，包括战略定位、功能定位、产业

定位和形象风格定位，做好长远规划，
尤其要专业规划城市地下空间。

致公党成都市委主委罗霞代表致
公党成都市委会建议，大力推动以环
境为导向的EOD发展模式，厚植东部
新城生态本底。罗霞从多个层面说明，
一方面，要坚持生态引领，设定生态环
境保护指标体系并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把绿色发展渗透到新城的形态、产
业、交通、建筑等各个领域。同时，还要
发展绿色产业，构建资源能源循环利
用的产业生态系统，优化产业布局，逐
步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此外，罗
霞建议要推动生态融资，加快建立绿
色生态项目多元可持续融资模式，大
力推进PPP和EOD模式的互动融合，
加大城市生态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
和政策性贷款倾斜力度。

同样关注生态的还有九三学社成
都市委会，九三学社成都市委会主委
徐玖平建议，加快形成“规划法定、建
管法治”的法规治理体系。对标学习雄
安经验，扎实编制完善成都市国土空
间规划、尽快出台东部新城国土空间
规划；科学编制“三线一单”，落实管控
要求。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近年来，四川省始终把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
要位置，着力构建起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体系，创新
治理手段措施，持续推动长江生态保护修复，强化上游
意识、担起上游责任，全面改善水环境质量，全力确保一
江清水向东流。

6月11日，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在北京
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中央和相关地方的新闻媒体
记者分别赴长江沿线的6个省份，即上游的青海、四川，
中游的湖北、湖南，下游的浙江、上海，行走到水污染防
治的源头、一线，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并邀请牵头提出过
相关议案建议的一两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7月1日～4
日，20余家新闻媒体记者前往眉山、宜宾，开启四川站
的采访。在实地走访中，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与央媒
共同见证长江上游的一场生态巨变：山脉重披绿衣，悠
悠江水长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蜀道难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于上青天难于上青天，，，陆陆陆
路如此路如此路如此，，，水路亦然水路亦然水路亦然。。。四川境内四川境内四川境内
江河纵横江河纵横江河纵横，，，大小河流大小河流大小河流140014001400多多多
条条条，，，绝大多数最终都汇入长绝大多数最终都汇入长绝大多数最终都汇入长
江江江。。。川人自古临水而居川人自古临水而居川人自古临水而居，，，长江长江长江
哺育天府之国的安稳富足哺育天府之国的安稳富足哺育天府之国的安稳富足。。。

过去过去过去，，，依水而生的船工依水而生的船工依水而生的船工
们们们，，，唱起川江号子与凶滩恶唱起川江号子与凶滩恶唱起川江号子与凶滩恶
水搏斗水搏斗水搏斗；；；如今如今如今，，，长江上长江上长江上游再游再游再
度响起一支度响起一支度响起一支“““川江号子川江号子川江号子”，”，”，讲述讲述讲述
川人守卫母亲河的故事川人守卫母亲河的故事川人守卫母亲河的故事。。。

筑牢长江上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游生态屏障
保一江清水保一江清水浩荡东流浩荡东流

砍掉“摇钱树”留足生态效益
眉山：不修房子修公园

夜幕降临，眉山市东坡城市湿
地公园渐渐热闹了起来，许多人都
是冲着音乐喷泉来的。《赤壁怀古》
的音乐打破寂静。微风吹来，漫天水
雾，市民们不但没有闪躲，反而笑着
闹着迎上前到湖畔亲水纳凉。放在5
年前，这样戏水的画面几乎不可能
在东坡岛看到。

岷江自北向南穿眉山城区而过，
在东坡岛绕了一个弯，经河道改造后
直流，绕弯划留的区域便形成了东坡
岛。多年前，由于水体相对封闭，城市
管网排污直接入湖、水体生态结构相
对单一等影响，湖域水体富营养化程
度较高，曾达到地表水劣V类。“夏天
才恼火，水里的蓝藻长得绿油油的，味
道重、蚊子多，我们都不轻易去水边。”
市民邹先生回忆起当年的东坡湖，直
皱眉头。

改变源于此地发展模式的转变并
开展水生态综合治理。眉山市住建局

局长梅斌介绍，东坡岛是城区最好地
段，原本计划开发房地产，为了还绿于
民，政府主动砍掉房地产这棵“摇钱
树”。从开发商手中回购土地后，眉山
市在此地打造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湿地
公园，为全市人民提供休闲锻炼场地，
每日接待市民1万余人次。“在规划时
曾一度争议不断”，梅斌说，政府为此
舍去近40亿收益，最后依然决定让出
短期利益，留足长远生态效益。

“政府要会算账，不仅算经济账也
要算民生账、生态账。”眉山市副市长
冉登祥表示，通过建设东坡城市湿地
公园，原规划7万人的东坡岛人口减少
到2.5万，岛上绿树成荫、碧水清流。
2015年以来，通过源头控制、治理污
染、集中清淤、改良底泥、栽植水生植
物等措施，崭新的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逐步呈现，水质稳定在地表水Ⅲ类，望
月台等景点甚至达到Ⅰ类水质，随处
可见鱼儿畅游。

行走在东坡城市湿地公园，不能
不注意到一个细节：沿着公园轮廓，
矗立着4块界碑、22个界桩。原来这是
为公园生态文明建设筑起的一条“法
治屏障”。公园正中心的公告碑上，镌
刻着2016年10月通过的《眉山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保护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的决定》“……划定东坡城市湿地公
园的保护范围，总面积2599746.31平
方米，含水域面积1022397.6平方米
……保护面积只能保持或扩大，不能
缩小……”

“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必须要有
法律保障，久久为功才能见长效。”眉
山市人大城环资委主任委员刘继桂告

诉记者，要说眉山治水的最大变化，是
各界的环保意识都在深化。他举例说，
今年以来，眉山市试行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全市78座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290座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以
及20万平方米生态湿地建设项目成功
入围。“这笔钱，政府完全可以用来做其
他民生公益，但群众要求治水、搞生
态。”刘继桂对这一变化感到欣慰，并提
到一个细节：在试行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收集项目阶段，约20%的
推荐项目关系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
和饮用水源保护，说明群众对生态环
境的改善有日益增长的需求，呼唤政
府落实、人大监督。

视 角 心中的界碑

走在宜宾长江公园，三江汇流形
成的“鸳鸯锅”一览无余，两岸青山夹
着浩荡江水，每天吸引着上万市民来
亲水步道散步锻炼。长江边上的重污
染企业都去了哪里？宜宾纸业这家拥
有70多年历史的老牌国企，用它的转
型升级之路，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宜宾纸业曾是昔日宜宾工业的
“五朵金花”之一，位于城市核心地
段。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曾经象征着
企业兴旺、财源滚滚的场景，其实暗
藏着环保的巨大代价：纸厂外岷江
河段上的泡沫，高烟囱里喷吐出的
黑烟，厂区飘散出去的刺鼻味道
……宜宾纸业到了不得不转型升级
的时候！

2012年宜宾纸业开始整体搬迁到
南溪区裴石轻工业园区，今年年初，新
区建设告一段落，转型升级的宜宾纸
业重新亮相。在废水处理上，对处理达
标废水直接排放到长江的排污口进行
了迁移，并在离长江5.5公里之外修建
氧化塘；在废气处理上，通过将废气送

碱回收燃炉燃烧、池体加盖收集等方
式，全面实现零排放要求。

“把环保作为企业发展的优先
战略，现在看来是正确的，环保已经
从老厂区的负担变为新厂区的名片
了！”宜宾市人大代表、宜宾纸业董
事长易从告诉记者，因宜宾纸业排
放低于国家标准，享受了税收激励
的优惠政策，减排每年给企业带来
数百万元的经济效益，还因此改善
了市场形象。

“环保倒逼企业转型，不改革不
发展必然被市场淘汰。”宜宾市委副
书记、市长杜紫平表示，宜宾的产业
过去靠“一白一黑”，即白酒和煤矿，
如今为了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宜宾主动
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加快发展智
能制造、汽车、轨道交通等新兴产
业，预计通过5年的努力，这三大产
业将实现2000亿元以上的销售收
入，有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的双赢。

倒逼转型 长江生态第一城
宜宾：环保成为造纸厂的新名片

过去热闹的餐饮渔船不见了踪
影，沿河的采砂和堆砂场搬迁后进
行了生态恢复，三江六岸取缔码头，
鼓励企业退城入园……南溪区副区
长陈经纬介绍说，南溪搞生态文明
建设后，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不仅
有了第一所大学，还有了生态旅游。

记者实地采访中，遇到家住南
溪区罗龙街道谢坝村的王三姐，她
不去广东打工了，借着生态旅游开
起凉糕店，夏天生意好得忙不过来，

“晚上店里请了10多个人来帮忙。”
码头取缔后，活跃在码头的搬运工
接受了再就业培训，如今搬运公司

转型为出租车公司，许多搬运工都
在街头跑出租车。

去年10月1日，《宜宾市城市地
下管线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强化对
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并对雨污分流
做出规定。“宜宾作为万里长江第一
城，首先是生态第一城，要做好三江
沿岸的污水处理，做到应收尽收、应
处尽处。”杜紫平表示，借地方立法
的刚性要求，要对宜宾中心城区及
城郊的污水排放源进行拉网式排查
并彻底整治，总结推广好工作经验，

“让宜宾成为长江沿岸率先根治城
市污水排放问题的第一个城市。”

搬运工转行

“东进”区域如何规划？各界人士专题协商建议

推进通用航空业发展 将蓝领人才纳入“蓉漂计划”

川江
号子号子

视 角

“东进”如何进？东部新城还有哪
些领域可以完善？

昨日，成都召开2019年“东进”区
域规划建设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成
都市级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代表等围坐在一起，围绕“东进”
区域规划建设提出建议。

现场，民革成都市委会主委里赞、
民盟成都市委会主委刘旭光、民建成都市委会主委仰协、民进成都市委
会主委杨建德、农工党成都市委会主委甘华田、致公党成都市委会主委
罗霞、九三学社成都市委会主委徐玖平、台盟成都市支部主委潘裕萍、
成都市工商联主席梁伟、无党派人士代表陈维亮等一一提出建议。

高端产业生态圈如何建设？医疗、卫生基础民生如何保障？“东进”
区域如何保留生态本底？这些问题成为现场热点。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
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红嘴鸥再
现长江口

眉山东坡城市湿地公园眉山东坡城市湿地公园

宜宾三江汇流

采访团考察宜宾市南溪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情况

听，长江上游响起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