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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大学就和男友相恋，毕业后为了爱情
都留在成都打拼，最近恋爱6年的张芸和男
友领证了，亲朋好友纷纷送上祝福，家人也
追问两人婚礼怎么办，但他们商量后一致
决定，不大操大办，就请双方父母和特别要
好的朋友吃顿饭宣布一下，再去旅拍一套
婚纱照，两个人甜甜蜜蜜胜过一切形式。

张芸夫妇都喜欢旅游，尤其是徒步，两
人经常周末一起到川西游玩。国庆期间，
两人选择了一条比较小众的路线，准备带
上婚纱去徒步。“那条线我们走过几次，非
常漂亮，有雪山有草甸，而且知道的人不
多。我买了一件轻便的婚纱，准备去拍美
美的照片。”张芸说经过多年来一起游玩，
老公的拍照技术突飞猛进，不逊于专业摄

影师，这次婚纱也让老公直接操刀，相信一
定能拍出广告大片的效果，并且对两人来
说，这样更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爱情是
两个人的事，我们要带上摄影摄像设备，记
录我们特别的结婚仪式。”张芸对即将开始
的徒步之旅充满期待。

刚决定不办婚宴时，其实张芸的父母并
不同意，女儿养了那么大，作为父母还是想
看女儿风风光光地出嫁。但最终张芸说服
了他们，“我们两口子工作都挺忙，生活上就
希望一切从简。办婚礼，请几十桌，说实话
好多人我都不认识。我们两人的老家都不
在成都，很多要好的同学也在外地工作，如
果办酒席，亲戚朋友来回折腾，还要订餐、找
婚庆、安排各个环节，光想一想我就头疼。”

张芸告诉父母，结婚最重要的是两人感情
好，办婚礼所谓的仪式感其实千篇一律，还
不如她的徒步婚礼有意义。最终，父母也理
解了两人的想法，妈妈还说让张芸先去，如
果视频照片拍出来好看，等结婚30周年纪念
日的时候，她也和张芸爸爸走一趟。

“我特别不喜欢那些大操大办的婚礼，
请几十桌，还要使劲提高餐标摆阔，特别没
意义。每桌都吃不完，非常浪费。还有租豪
车车队迎亲的，不仅不尊贵还特别土。当然
最反感的还是低俗婚闹，看到相关新闻就像
吃了苍蝇一样，好好的婚礼搞成了不愿回想
的回忆。”张芸说她和老公有爱情，用两人都
喜欢的方式结婚，简单又浪漫，特别好。

本报记者 杜文婷

本报讯 （记者 白洋） 昨
日，省政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新闻发布会。省河长制办
公室副主任、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一级巡视员李岳东介绍，锦
江今年有望达到地表水Ⅲ类，
为近20年来首次。

据介绍，锦江近二十年来
水质一直处于 V 类或者劣 V
类的水平，为此，近两三年来，
在省级河长部署指挥下，成都
市委市政府多次开会研究部
署协调有关问题，专门组织了
一场水质达标攻坚战。“今年，
锦江已经连续9个月地表水环
境质量达到III类标准，有望实
现近20年来首次达标。”李岳
东说。

事实上，锦江水质提升也
是我省积极组织开展四大战
役、采取三大创新举措提升全
省地表水水质的一个缩影。其
中，四大战役分别为沱江污染
防治攻坚、成都黄龙溪段水质
达标攻坚、琼江流域污染防治、
四川省枯水期的水质达标攻
坚；三大创新则分别是环保系
统加强与金融系统的合作、推
动川渝跨界河流共治、强化协
同立法。

李岳东表示，经过沱江污
染防治攻坚，一度污染非常严
重的沱江目前水质改善明显，
由 2016 年的达标率 6.25%提
升到目前的90%以上；在琼江
流域污染防治中，过去污染比
较重的琼江去年也实现水环
境质量总体达标，“今年继续
有保持地表水III类的势头。”

据悉，四川河流的枯水期
为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届时，
河流流量仅为丰水期的几分之
一，“在枯水期确保地表水达
标，是我们多年来的老大难问
题。”李岳东说，为解决这一问
题，他们和水利厅、住建厅、经
信厅等相关厅局密切配合，科
学调度，通过枯水期水质保卫
战为全省全年水质达标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另外，在加强环保系统与
金融系统的合作中，省生态环
境厅与相关银行签订了一系
列的合作协议，未来 3年将为
水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提 供 大 约
1000亿元的融资支持；为推动
川渝跨界河流共治，今年以
来，我省与重庆市已经联合举
办五次较大的跨界河流整治
工作会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化协
同立法工作中，我省已制定了
沱江第一部流域性的保护法
规，目前正在推动嘉陵江流域
的协同立法，并准备启动岷江
的流域性立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
监委相关部署要求，不久前，成都市纪委
监委结合实际，出台加强监督执纪坚决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十项措施，推动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取得实效。

“我们出台的十项措施，每一项都明
确了相应的责任单位，将切实督促牵头
职能部门履职尽责，推进节约粮食、制止
餐饮浪费相关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效。”成都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责任单位之一的成都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近日前往我市部分餐饮企业开
展了监督检查。该局还联合餐饮协会和
消费者协会发布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

在提示消费者厉行节约的同时，鼓励餐
饮企业提供半份菜、小份菜等销售方式，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

新津区纪委监委派出督查组前往
区内企业、区级部门等开展监督检查，
重点查看机关单位食堂日常用餐是否
存在浪费、各单位宣传引导制止餐饮浪
费等情况。督查组采取不定时间、不定
路线、不打招呼、随机抽查等方式，走访
企业16家，对区政府办、区发改局、区
教育局等16个单位进行了实地查看，
通过实地督查、个别访问等，发现个别
食堂备餐较多等问题3个。针对发现
的问题，区纪委监委已反馈相关负责
人，督促其建立提前申报、动态调整等

制度机制。
简阳市纪委监委抓住中秋、国庆关

键时间节点，要求各纪检监察组织紧盯
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通过明察暗访、随
机走访等方式，深入机关食堂以及大型
酒店、饭店等重点场所开展监督，及时发
现和查处吃喝歪风。充分发挥群众监督
作用，简阳市纪委监委除公布的监督举
报方式外，还通过对接该市百姓需求“一
号通”服务平台，定期梳理群众反映的问
题，对餐饮浪费行为多发频发的行业和
单位进行重点监督，既查履职情况，又查
作风情况，通过精准监督问责倒逼干部
认真履责。

“在日常监督和审查调查中，要高度
关注违规公款吃喝、餐饮浪费行为，精准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坚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成都市纪委
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评论员
佳节相会、团聚餐叙一直是我们的文

化传统，不少消费者都有在节假日外出聚
餐的需求，各类筵席同样集中在这期间举
行。当前，成都各地劲吹餐桌清新之风，

“制止餐饮浪费”正在从共识转变为全市上
下的光荣行动。但“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
耻、节约为荣的氛围”绝非朝夕之功，更“一
篙不可放缓”。在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双
节期间，无论是节日聚餐、还是宴请宾客，
都要切实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作
风。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营造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引发全社会的强
烈共鸣、积极响应。

在成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食堂开
设监督岗、学校里孩子们排起节约粮食主
题话剧、行业协会建立健全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约谈”“曝光”机制；就连买月饼，市民
今年都偏爱散装的、小个的，不愿为豪华包

装的月饼礼盒埋单。事实上，践行“光盘行
动”、制止餐饮浪费，正越来越成为成都人
餐桌上的新“食”尚。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物质充盈，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子越过越好，不再为“吃
不饱饭、穿不暖衣”担忧。倡导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不仅是因为传统
美德、优良作风不能丢，更在于“餐饮浪费现
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有数据显示，中国餐
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
率为11.7%，大型聚会浪费率更是高达38%。

节假日期间，正是大规模聚餐、聚会频
繁的时候。当此之际，我们更应“一粥一
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亲朋相聚时，少点一个菜、不够再加，
多打一个包、杜绝浪费；宴请宾客时，要合
理预估宾客数量、适当配置菜品分量，实在
吃不完就鼓励大家分一分、打包带回家，少
讲点面子、多讲点实惠。

制止节假日期间餐饮浪费，更少不了
餐饮商家的积极行动。在制定菜单时，不
要设置不合理的最低消费限制，少些打包

好的套餐、让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
选，多些“小份菜”“半份菜”；服务员在顾客
点餐时主动引导控制量、结账时善意提醒
打个包。自助餐厅则要定好规则、对有浪
费行为的食客当罚就罚。

中秋佳节恰是团圆之时，让我们一起
行动起来，切实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餐饮
浪费；涵养科学适度的生活方式，拒绝在节
假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践行餐桌文明、
使用公筷公勺，让这股餐桌上的清新文明
之风吹遍蓉城大地、为节日增添温馨。

“请问你们采取了哪些方式来开展制
止餐饮浪费的宣传？”“目前景区餐饮商家
对制止餐饮浪费的认识怎么样？餐余跟之
前相比有没有变化？”……

近几日，市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与
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察组组成检查组，深入
武侯祠博物馆、锦里等景区开展调研检查。

“此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实地察看景
区餐饮店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游客、商家
对制止餐饮浪费的认识态度和具体用餐等
情况，督促相关工作落地落实。”市纪委监委
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说。

检查组现场看到，武侯祠博物馆在售
票处LED显示器、锦里街道触摸一体机等
显著位置进行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

宣传，同时向餐饮商户发放了节约粮食、拒
绝浪费的宣传海报，倡议餐饮经营者和就
餐游客合理定制餐量、按需订餐，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

不仅如此，为确保“厉行节约粮食、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落实落细，驻文广旅局纪检监
察组督促该局成立4个工作组，分赴各区（市）
县对市区内旅游住宿业餐饮场所进行实地检
查，查看旅游住宿餐饮场所是否有“节俭养
德”“文明餐桌”或“光盘行动”的温馨提示，指
导旅游住宿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劝导旅客
合理点餐、理性消费、打包不浪费。

在加强监督检查、督促指导的同时，发
起行业动员也是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察组
的工作重点之一。“广大游客朋友从自身做

起，争做‘文明用餐 节俭环保’的践行者和
推动者。树立科学饮食新理念，摒弃不良
饮食陋习，抵制大操大办，培养安全、理性、
健康的生活习惯；在旅途中主动做到‘适度
点餐、合理消费’‘文明用餐、制止浪费’‘节
俭环保、剩餐打包’‘拒食野生动物’‘使用
公筷公勺’……”8月27日，成都旅游协会、
成都旅行社协会、成都旅游住宿业协会等
10家文化旅游行业协会向全行业发出了
《成都市文化旅游行业“文明用餐 节俭环
保”倡议书》，号召广大文化旅游企业和从
业者发挥行业自律作用，自觉履行社会责
任，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号召广大游客朋友
从自身做起，争做“文明用餐 节俭环保”的
践行者和推动者。 本报记者 王雪钰

把制止餐饮浪费纳入日常监督
中秋、国庆临近 我市强化监督坚决纠治“四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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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往往是“四风”问题的易发多发期。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成都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紧盯重点行业、关
键环节，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职责，密切关注中秋、国庆期间“四风”问题新动向、新变化，同时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纳入日常监督重要内容，加大监督检查、明察暗访力度，及时发现并查纠问题。

近日，成都市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1.龙泉驿区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
家泉等人套取工作经费购买酒水、违规接待
问题。2018年10月，陈家泉召集开会研究
解决部分无发票和无报销途径的经费问题，
决定以虚增相关费用开支的方式从工作经费
中套取资金解决。2019年上半年，陈家泉等
人用套取的38040元，分三次购买了30瓶白
酒（共计27840元）和60瓶红酒（共计10200
元），违规用于工作接待。2020年5月，陈家
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人员分别受到诫
勉谈话、谈话提醒处理；陈家泉等人退还
38040元工作经费。

【龙泉驿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陈
家泉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本应带头发扬艰苦
奋斗精神，却带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
虚报套取资金方式，购买高档酒水违规接
待。该案警示我们，当前个别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意识不牢，想方设法“钻空子”的侥幸心
理依然存在，“四风”问题隐形变异随时可能
发生。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戒，不管身处
何种岗位，都要树牢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思
想根基，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纪
检监察机关（机构）要擦亮“眼睛”，不断提高
发现问题的能力，坚决不放过“四风”问题的
蛛丝马迹，以铁的纪律捍卫作风建设取得的
成效。

2.新都区原木兰镇宫王社区党总支书记
李光利等人违规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购
物卡问题。李光利等宫王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在2008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均接受辖区
内企业宴请并收受购物卡，共计接受宴请44
人（次），收受购物卡总计价值人民币27000
元。2020年6月，李光利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其他有关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27000元已按规定
予以收缴。

【新都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李
光利等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在党的十九大
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长期违规
接受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礼金，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反映出个别基层干部廉洁自律
意识淡薄，把纪律规矩当成耳旁风。广大党
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教训，时刻绷紧作风建设
之弦，坚决守住纪律底线。要深刻认识“四
风”问题的长期性、顽固性、反复性，切实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决纠治享乐主
义、奢靡之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覆盖到“最后一公里”。要坚持问题导向，紧
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易发多发
问题，紧盯转入“地下”的吃喝歪风、收受电
子红包、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坚决防
范和查处曝光，持续释放越往后监督执纪越

严的信号。
3. 温江区总工会职工俱乐部原主任干

事姜夏平违规发放车辆补贴问题。2016年
7月至2019年8月，温江区总工会职工俱乐
部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决定按每人每月650
元标准向该俱乐部事业人员发放车辆补贴，
共计98800元。时任温江区总工会职工俱
乐部主任干事、法定代表人姜夏平，对此负
有直接责任。2020年 6月，姜夏平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涉案资金已退回温江区总工会
职工俱乐部。

【温江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姜夏
平身为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本应严格执行
党规党纪，却在明知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违规
决策向事业人员发放车辆补贴，属于典型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此案警示我们，
党的十八大以后，少数党员干部制度规定的
执行力依然较弱，纪律意识淡薄，各级党组织
要把学习党规党纪与案件警示教育结合起
来，强化党员干部纪律观念。纪检监察机关
（机构）要坚持越往后监督执纪越严，把监督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作为

“四项监督”重点，在抓典型上持续用力，形成
震慑，不断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新成效。

4.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斌
和新经济处处长何建东、办公室副主任何瑜
等人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
安排问题。2016年10月，潘斌、何建东、何
瑜等人接受原市农业委员会（现市农业农村
局）主管的某旅游协会安排，于2016年10月
28日至30日，前往巴中市光雾山景区旅游，
其间产生食宿、交通及景区门票等费用共计
7330元，由该旅游协会支付。2020年9月，
潘斌、何建东、何瑜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潘斌等人主动上交的涉案款7330元已按规
定予以收缴。

【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点评】潘斌、何
建东、何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本应带头严守
党的纪律，却置党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在党
的十八大以后顶风违纪，接受服务对象安排
的旅游，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此案警示我们，个别党员干部仍存在政
治意识不强、纪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未认真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市有关要求，心存
侥幸、顶风违纪。全市各地各部门党委（党
组）必须进一步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
要求，充分运用“四种形态”强化党员干部日
常教育和监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必
须进一步严格监督执纪，以“零容忍”态度坚
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持续释
放越往后监督执纪越严的信号；广大党员干
部要引以为戒，自觉抵制不良诱惑，共同维护
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
环境。

本报记者 陈艾 程廷静 钟英

成都市纪委监委通报4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链 接

“专区开设‘我要举报’窗口，欢迎网
友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和举报电话对
节日期间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等突出问题进行举报……”中秋、国庆节
前，成都市纪委监委在“清廉蓉城”网站
开通了中秋、国庆期间“四风”问题监督
举报专区，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和舆论
监督渠道。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机构）要
密切关注中秋、国庆期间‘四风’问题新
动向、新变化，紧盯违规公款吃喝、公款
旅游、公车私用等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
题，进一步加大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等问题力度，对违反纪律规定、顶风
违纪的，坚决查处、绝不姑息。”市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对群众反映、舆论媒

体关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发生在节日
期间的“四风”问题线索，要优先处置、快
查快办，严肃处理。

“近期有没有政府单位到你们超市
来采购节礼？”近日，成都高新区纪工委监
察工委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深入辖区
大型商场超市、高档烟酒商行、饭店、高级
会所等重点场所，通过走访、查账、调阅税
务发票管理系统数据等方式对公款送节
礼、公款吃喝等行为进行严格督促检
查。同时，在机关、社区、直属单位也开展
作风督查，重点关注“四风”隐形变异问
题，严禁违规发放津贴或福利、组织隐秘
聚会等，现场反馈督办并督促限期整改
落实。

温江区纪委监委在针对公车使用的

检查过程中，邀请区监委特约监察员全
过程参与监督。

“行车轨迹在平台上有没有可能被
修改？”

“在技术上，这是不能被修改的……”
面对特约监察员的提问，温江区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公车管理数据监督平台，可以进行数据
自动收集、集中分析、实时计算车辆的起
停时间、地点、行驶速度，同时，还搭载电
子围栏功能，对超速、疲劳驾驶、超范围
行驶等违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实现公
车监管的精准性和及时性。

“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还坚持抓
早抓小，通过组织开展纪法教育、坚持节
前打招呼、发送廉洁过节短信等多种形
式，教育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有关纪
律规定要求，持续增强党员干部纪律规
矩意识，筑牢廉洁过节思想防线。”成都
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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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生大事”，成都一对年轻夫妇选择简单浪漫的“徒步婚礼”：

大操大办太浪费 不如旅拍有意义

紧盯文化旅游行业
深入推进制止餐饮浪费

节俭环保成为成都人餐桌上的新“食”尚，图为餐厅服务员为顾客打包剩菜
本报摄影部供图 记者 李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