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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鸣的汽笛声划破天际。27日8时2
分，“4�20”芦山地震四川全省哀悼日活动
开始，为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3分钟。
山河无语，天地肃穆。猝然逝去的生命让
逝者的亲人揪心，也让心手相连的全国
人民牵挂。

生命是如此脆弱。瞬间家园毁圮，生
死两界，逝者的音容笑貌在亲人记忆深
处永远定格，难以言表的悲痛将在生者
心中徘徊不去。生命中，最难承受的是生
命本身的逝去。它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
重。悼念遇难同胞，送上最深切的哀思：
请你们放心走好，我们会更加珍惜生命、
热爱生活，用汗水和智慧重建美好家园，

用积极精彩的人生告慰九泉下的亡灵，
实现你们未竟的梦想。

生命如此顽强。地震袭来，举国上下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强震甫至，习近平
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抗震救灾重要指
示，李克强总理赶赴灾区了解灾情、指挥
救灾。那一刻，人民子弟兵一马当先，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专业救援和医护力量
紧急行动。关键时刻，与死神竞速、与灾
难赛跑的救援行动迅速展开，凝聚起万
众一心、不畏艰险的强大力量。

从被困群众相继获救、一句“我不
哭，我很坚强”感动中国，到让受灾群众
有饭吃、有干净水喝、 （紧转第二版）

本报讯 4月26日，全市科学技
术奖励大会在达州宾馆隆重举行，全面
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及全省科技工
作会议精神，总结表彰去年科技工作，
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市委书记焦伟
侠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要
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重要突
破口，为达州率先实现次级突破提供坚
强的科技支撑。

焦伟侠对过去一年我市科技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市
委、市政府，向获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市广大
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

就做好全年科技工作，焦伟侠指
出，要加快创新主体培育，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以成熟技术和创新型产品
为突破口，构建协同支持企业创新的体
制机制；同步培育科技型产业和传统产
业，在拓展产业链上寻求突破；继续推
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激发企业自主创
新的积极性。要加快科技产业化项目实
施，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重点抓

好重大科技产业项目实施，尽早形成一
批市场前景好、竞争优势强、带动能力
大的产业和产品；抓好科技成果产业化
平台建设，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促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抓好知识产权激励和
技术成果交易制度建设。要加快战略性
新兴产品和新技术开发，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围绕工业园区“15221”工程
和企业“百十一”工程，突出抓好重点产
品、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的自主创新，在
建立新产品带动、骨干企业引领、重要
产业支撑的工业园区自主创新格局上
取得新突破；以新产品研发、引进并产
业化为重点，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及创
新型企业，使之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上取得新突破；要把改造传统产业作为
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在着
力攻克制约传统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
技术上取得新突破。要加快科技惠农富
民进程，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继续开展
粮油高产创建活动，大力实施粮食丰产
科技工程，确保粮油生产稳步增长；大
力推进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与推

广，加快动植物新品种选育、中药现代
化、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科技专项的实
施；深入拓展科技服务民生工作，使科
技成果切实惠及民生。

焦伟侠强调，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加
快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智力支撑，
紧紧围绕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三个环
节，以产业布局为导向、企业需求为重
点，大力培育和集聚领军人才、创新团
队；加快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通过
分配、产权、社会价值激励等多种方式
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
和活力；充分发挥市决策咨询委员会的
作用，集成智慧，开拓创新，切实为我市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决策咨询服
务。要切实强化保障服务工作，为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要坚持把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要健全科
技创新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各地把创新
驱动发展作为硬任务抓紧抓实；坚持用
开放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市场的方式，
加大科技投入；切实形成崇尚创新、宽

容失败、支持探索、鼓励冒尖的创新氛
围，努力形成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惠主持会
议，她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领会，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切
实加强科技人才服务，在全市上下营
造尊重知识、尊重创新、尊重人才的良
好局面。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邓瑜华宣读了
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EG01高
效节能汽车发动机缸体”等5个产品
2012年度“达州市创新产品奖”的决
定》和《关于授予“蜀宣花牛”等5项成
果“达州市育成推广及引进推广动植物
新品种奖”的决定》。副市长吴应刚宣读
了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冯春、薛
德炳同志第五届达州市科学技术突出
贡献奖的决定》和《关于授予2012年度
达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决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佳鹏、市政
协副主席郑友清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罗丹 谢艳 摄影报道）

焦伟侠在全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达州率先实现次级突破提供坚强科技支撑

包惠主持会议

本报讯 4月27日，市委副书记
王川红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市重
点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副市长洪继诚出
席会议并讲话。

王川红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
一季度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并不时插
话，就相关工作进展、存在问题做出点
评，提出要求。针对重点项目建设中遇
到的难题，他与参会同志一道“会诊”，
仔细研究解决。

王川红指出，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事关达州未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对于
实现全年重点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提升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从今年一季度的各项数据来看，项目前
期工作深度不够、缺少大项目带动性强
的项目、项目推进力度不够、数据统计
不完整等问题，仍然制约着我市重点项
目的加快建设。因此，各级各相关部门
一定要认清严峻形势，增强工作紧迫
感，紧盯全年目标，全力以赴抓落实，确

保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王川红要求，要抓好项目开工，积

极对接国家、省上政策，为争取项目、开
工项目创造条件。要抓好投资进度，分
解落实好项目推进任务，把具体工作明
确到人，把目标进度细化到每个岗位和
环节。要抓好要素保障，逐项梳理影响

项目推进的具体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
法，并限时解决。要抓好统计上报工作，
完善统计工作制度。要抓好项目前期工
作，切实加强工作的实效性，改善投资
环境，提高办事效率。要抓好督察督办，
定期开展强有力的督查督办工作，真实
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做到有布置、有督
查、有反馈。

王川红强调，形势逼人，发展不等
人。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不动摇、咬住
目标不放松，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实现二季度重点项目建
设新突破，确保全年重点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 （本报记者 何倩云）

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召开
王川红主持

本报讯 4月25日晚，达州职业
技术学院第四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圆梦2013”文艺晚会在学院露
天舞台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邓瑜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佳
鹏，市政府副市长吴应刚，市政协副主
席彭飚及市级相关部门领导观看了晚
会。

晚会在大型舞蹈《鼓舞飞扬》中拉
开帷幕。整台晚会以青春、活力、多姿为
主题，分为《序》、《寻梦》、《追梦》、《圆
梦》、《尾声》五个篇章，呈现了达州职业

技术学院追赶跨越、科学发展的可喜局
面，展示了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人心
思进、人心思干、团结奋进的新形象，抒
发了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师生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共创美好明天的豪情壮志。
精彩的节目让现场观众沉浸在一片欢
乐的海洋中，各级领导和学院师生一次
次为演员们精彩的表演鼓掌。

晚会在《圆梦在今天》中圆满结束。
台上台下歌声交汇，激情交融，优美的
旋律在操场上空久久回响。

（张志伟 本报记者 熊廷江）

感悟生命的分量，续写不灭的梦想
�新华社评论员�

本报讯 4月26日，我市召开决策
咨询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决策咨
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惠出席会议并讲
话。包惠要求，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充分
发挥综合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提高决
策咨询水平，多出成果、多出精品，为推
进达州加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包惠指出，进一步加强决策咨询工
作，能集中更多关心达州发展的高水平
专家学者，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外脑和
智囊，通过建立和完善更加有效的决策
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提供更多可
选择的高质量决策方案，为保证市委、
市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有力
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包惠要求，市决策咨询委要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智囊团”、“思
想库”的作用，在优化发展格局、强化投
资拉动、做强产业支撑、统筹城乡发展、
深化改革开放、繁荣文化事业、突出节
能减排、保障改善民生等方面深入思
考，为争创达州优势、提升达州地位、增
强达州自信提出好举措、好办法，努力

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现实性和可
操作性的咨询建议。

包惠强调，各级党政要增强咨询意
识，诚恳听取和吸收咨询意见，定期开
展决策咨询。特别是在决定重大事项、
制定重大政策、实施重大项目之前，要
切实听取决策咨询委专家学者的意见
建议，主动吸收决策咨询委研究成果，
充分做好成果转化和落实工作。各级各
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始终如
一地支持决策咨询工作，努力帮助解决
决策咨询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各位
委员要重实情、讲实话、敢创新，做到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切实建设一支门类
广、领域宽、业务精、富有生机活力的高
素质咨询委员队伍，确保决策咨询的客
观公正，努力为党委、政府提供真实、可
靠的决策依据。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决策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邓瑜华主持会议。

副市长、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吴应刚作了决策咨询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罗丹）

包惠在全市决策咨询会议上要求

发挥智力资源优势
提高决策咨询水平

本报讯 4月27日，市长包惠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
《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听取市
级行政权力清理审核工作汇报，审定了
《马踏洞片区中心服务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市中心城区餐饮行业环境卫生综
合治理实施方案》等议题。

常务副市长段再青，副市长黄平
林、王全兴、胡杰、吴应刚、洪继诚，市政
府秘书长陈文胜出席会议。达州军分区
司令员孙克勇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德珍、市政协副主席彭飚应邀
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市、县人民政府要把依
法行政作为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和自
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依法治国的各项部署要求，认真
落实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结合
实际尽快制定具体措施，突出做好在法
定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按照法定程序
行使权力、保障行政决策的合法性、重
大行政决策广泛听取意见、依法保护各
类市场主体权益、严格执行行政审批制
度规定、加强诚信建设提升公信力、大
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自觉接受监督等
方面的工作，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
程。

会议审定了《马踏洞片区中心服务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服务区东以达

州火车站为界，南抵阁溪桥，西到大北
山至茅草坡一线，北至粮食储备库外
围，规划区范围6.55平方公里。该片区
功能定位为：主体核心功能区以发展现
代服务业、总部经济为主，同步发展商
业、文教、体育、医疗卫生与生活居住的
城市专业化职能中心。

为创造整洁、优美、规范、有序的市
容环境，切实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着力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市政府决定对中心
城区餐饮行业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治理。
治理的主要内容为：餐饮行业“门前双
三包”责任制落实情况、卫生标准执行
情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流
动食品摊贩及早餐车的管理；餐饮行业
消防安全、油烟排放管理；餐饮行业乱
倒乱排污水和餐饮场所噪声污染治理；
餐饮行业街区的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工
作；餐饮行业街区机动车、非机动车违
规占道停放的管理。会议强调，各相关
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按照职责分
工，强化属地管理，加强协调配合，共同
推进综合治理工作。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力度，强化督促检查，构建长效机制，确
保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市人民政府、中国
联通四川分公司“智慧城市”建设战略
合作协议》等议题。

（本报记者 谭楚甲）

市政府第39次常务会召开
包惠主持

本报讯 4月26日，市委常委、总
工会主席陈中华应邀到市委党校作了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专题讲座。党
校春季学期副县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乡镇党委书记培训
班、县级行政机关培训班的160多名学
员和党校专兼职教师参加了聆听。

陈中华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从
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和
分析。

陈中华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推进城乡一体

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需要，但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
农村留守儿童、二代农民工、外来人口
的融入、垃圾处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他强调，解
决当前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的问
题，要特别重视人的城市化，努力从制
度上使每个人同等享有社保、户籍、教
育的权利。特别是达州作为农业大市，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有自
身特色，要注重“抓点、抓示范”，要创新
经营体制，要吸引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
推进农业现代化，要注重培育现代农
民。 （丁德光 本报记者 宋龙娟）

市领导到市委党校为学员授课

达职院举办大学生文化艺术节
我市各界群众深切哀悼芦山地震遇难同胞 2版

大会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