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选址天府新区新川科技园，估算总投资约12

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政府投资最大的公共文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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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熙维）

今年2月和3月， 我市相继启动了

“北改”工程和二环路改造，年终岁末，这

两项重大民生工程进展如何？市委、市政府

一直对此十分牵挂。昨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黄新初再次就这两项工作进行实地调

研，他强调，成都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和省委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要

求， 切实把民生幸福作为党委政府的执政

追求， 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

点，扎扎实实地推进“北改”和二环路改

造，让群众得真切实惠。

金牛区茶店花照片区， 是三环路内最

大的城中村之一，户籍人口3000人，常住人

口却长期超过4万人，生活环境较差，群众

支持“北改”的热情很高，现已基本完成拆

迁。步行其间，黄新初感慨地说，在加快城

市现代化、 国际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中， 必须下决心消除这些环境较差的城

中村、棚户区，切实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

件， 否则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

全面小康。 在百米开外的地方， 建设中的

“锦西人家” 安置房将于明年6月竣工入

住。68岁的片区居民钟加蓉，每天喜欢在附

近散步，亲眼见证安置房一层层长高，计算

着自己搬进新家的时间。 看到市委书记的

身影，她和几名群众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拉

家常。钟加蓉家共有7口人，选择的是多套

小户型安置住房， 除去自家居住条件改善

外，将来还可以获得数额不菲的房屋租金，

她说，“这是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的一件

暖心窝的好事，我们大家非常感谢、非常拥

护、非常满意！”

群众的热情感染了黄新初， 他微笑着

告诉身旁的人们，“只要大家真心拥护、真

正满意， 我们的工作就更有信心、 更有干

劲，我们决心用几年时间，建设一个畅通城

北、安居城北、宜人城北，以此回应市民对

未来城北的关切，也表明市委、市政府‘既

要发展南门也要发展北门’的一贯态度。”

随后， 黄新初又对相关部门和金牛区负责

人说，“北改”工程是我市最大规模的民生

工程，是顺应市民热切期盼的民生大计，根

本目的是“让城市得科学发展、群众得真

切实惠”。各项政策措施、工作任务都要按

照这个目的来谋划和推进， 力争用几年时

间建成一个业态高端、 环境宜居的现代化

城区，切实改善城北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

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一举多得。同

时，要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的运作

模式，涉及到具体片区，“怎么改”由政府

统一定，“改不改” 则由群众自己定，“如

果不善于做群众工作， 得不到群众的积极

支持，是很难取得良好成效的。”需要强调

的是，“北改” 是为了让城北群众得利益，

但绝不允许少数人从中牟取暴利， 要坚持

“政策尺度统一”， 做到 “一把尺子量到

底”，也要坚持“政策红利递减”，让愿改、

先改者受益，不改者后悔。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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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在调研“北改”工程和二环路改造时强调

群众满意、民生幸福

是我们工作的最高追求

●在加快城市现代化、 国际化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必须

下决心消除环境较差的城中村、棚

户区，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否则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和全面小康。

●群众真心拥护、真正满意，我

们工作就更有信心、更有干劲，我们

决心用几年时间， 建设一个畅通城

北、安居城北、宜人城北，以此回应市

民对未来城北的关切，也表明市委、

市政府“既要发展南门也要发展北

门”的一贯态度。

●“北改”工程是我市最大规

模的民生工程， 是顺应市民热切期

盼的民生大计，根本目的是“让城

市得科学发展、群众得真切实惠”，

各项政策措施、 工作任务都要按照

这个目的来谋划和推进。

●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产业、

项目情况是重要决定因素，“北改”

是重塑城市形态、业态的重要机遇，

改造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走城市

形态和城市业态同步优化的路子。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和根本，

是百年大计，必须放在第一位考虑，

进度必须服从质量， 各施工单位和

工程建设者一定要以对这座城市和

全体市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千方百

计确保质量安全， 将二环路建成为

优质工程。 要进一步健全工程建设

质量可追溯机制， 严格做到工程设

计、施工、监理、验收全程动态监管，

把好质量关口，否则，就是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犯罪。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葛红林会见了中国太

平保险集团副总经理沈南宁。

葛红林说，作为我国保险业历史最

为悠久的民族品牌，近年来，中国太平

不断壮大发展规模，在蓉各项业务也取

得了长足进展。非常高兴看到在已有良

好合作基础上，中国太平又准备与成都

在养老产业、金融服务等更多领域开展

更深合作，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太平进一

步拓展西部市场的信心和对我市良好

投资环境的认可，必将为推动成都金融

业跨越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成都各级政

府将一如既往地提供更优服务，营造更

好环境，支持中国太平立足成都总部实

现在西部市场的更大发展，携手共创美

好未来。

沈南宁说， 中国太平十分看好成都

发展前景， 计划在成都选址投资建设养

老社区和现代化数据及金融服务中心，

并希望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

更多重大项目投资， 加快融入成都西部

金融中心建设， 实现集团在西部地区的

更大发展。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孙平参加会

见。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许多专家学者

撰文呼吁依法治网、依法管网，广大网民

对此也十分关注， 普遍支持国家立法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 提高对网络违法行为

的执法水平。

网络安全非小事。 在互联网日益融

入我们生活的今天，

5.38

亿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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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

手机用户组成的庞大网络平台早已不是

与现实隔绝的虚拟空间， 它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联系非常紧密。

2011

年我国网络

购物市场交易规模接近

8000

亿元， 今年

有望突破

1

万亿元，网络消费已成为扩大

消费的重要途径， 在支撑经济增长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有法可依， 才能执法有力。 应该看

到，由于我国互联网立法还比较滞后，现

有的执法依据多限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约束性不强，导致执法难以到位。因

此， 通过更高层次的立法保护网络信息

安全， 对网站信息安全的技术建设进行

规范， 并建立联动机制共同抵制信息泄

露行为，从而切实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

这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市场秩

序的理性选择。

网络世界， 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法治

重要的战略性阵地，依法管理互联网，已

经成为各个国家政府和民众的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

12

月

24

日审议加强网

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是依据社情、顺应

民意、符合国际惯例的势在必行之举。

互联网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虚拟世

界， 这一虚拟世界早已和现实社会密不

可分， 这就决定了互联网不是绝对自由

的平台， 而应该是和谐与法治秩序的领

地。如果管理不善，国家信息安全就会受

到威胁，企业电子商务就会受到影响，大

众个人隐私就会受到损害。

与现实社会管理一样， 互联网管理

不仅要依靠行业和个人自律， 更应依靠

机制和法律。对于网络监管，动力来自社

会，呼声来自民间；作为国家利益和公众

利益的代表，政府介入其中，健全法律机

制，促进立法、执法，敦促行业自律，引导

并保持互联网健康的发展方向， 依据了

社会形势，顺应了民众呼声。明确在互联

网中哪些是得到保护的、 哪些是要进行

限制、禁止的，让网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

义务， 使得上网行为有章可循、 有法可

依，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部分，更是依法

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国际惯例上看，依法对互联网进行

监管是国际通行做法。澳大利亚是最早制

定互联网管理法规的国家之一；美国联邦

调查局专设网络安全局，负责在网络空间

执法；德国政府于

1997

年便开始实施《信

息与通讯服务法》， 明确规定互联网内容

提供方、服务提供方以及搜索服务提供方

等的法律责任等，对网络运营商、监护人

的责任作出明确而详细规定。我国互联网

立法势在必行，此次决定草案的审议也显

示了我国依法治理网络，维护国家社会有

序安全，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决心。

光明日报

网络立法依社情顺民意

经济日报

有法可依才能执法有力

立足成都拓展西部市场

加快实现更大发展

葛红林会见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总经理沈南宁

新华社推出李克强人物特稿：

李克强阅读广泛博闻强记

新华社推出习近平人物特稿：

详细披露习近平家庭信息

我国拟实行

网络身份管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审议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

■加强网络身份管理

实行网络身份管理， 也是许多国家

的通行做法。有关部门、地方和社会公众

普遍要求通过立法完善这一制度，为此，

草案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监管网络活动

草案还赋予有关部门对网络活动进

行监管的必要权力， 同时明确网络服务

提供者予以配合的法定义务， 并对违反

本决定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省政府投资最大公共文化项目

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开建

此前公布的

3

套设计方案中，“管弦乐器”最终胜出

06

成渝成达成南动车 降价0.5~1元

火车票降价方案出炉，铁道部的降幅不以全票而以基本票价为基准计算

05

今日起可按新票价

买元旦车票

成都至重庆北：调后一等座116.5元，原为117元；调后二等座97元，原为98元

成都至达州：调后一等座133.5元，原为134元；调后二等座111.5元，原为112元

成都至南充：调后一等座77.5元，原为78元；调后二等座为65.5元，原为66元

电焊引新都汽配城大火

3人涉嫌失火罪逃跑

21 22

五块石等七大片区市场关闭转移

一品天下、五丁路明年综合整治

02 03

25

24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在金牛区茶店花照片区调研时，与市民钟加蓉亲切交谈

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 商标法修正案草案拟针对

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傍名牌”、

恶意注册商标等现象增加针对

性规制条款

新商标法

恶意傍名牌

提高赔偿额

08

本月中旬开始， 乐山市中

区实验幼儿园成立了“爸爸护

卫队”，每天上学、放学时在校

园门口站岗执勤， 为孩子们的

安全保驾护航

站岗放哨

幼儿园成立

爸爸护卫队

调查还发现， 天旭汽配城的开建消防审批

存在问题，为节约成本，该汽配城在开建时申报

存储的是难燃物和非燃物，事实上，汽配城内却

储存大量可燃、易燃和助燃物

成都10多年来财产损失最大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