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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为充分发挥成都支援

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大通道、大后方和“首

位城市”作用，确保成都财富全球论坛顺

利举行，为全省抗震救灾、灾后重建和加

快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市

公安机关将于5月4日至5月5日组织 “支

援抗震救灾 创建平安成都”实战演练。

当前， 四川和成都正处在芦山地震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 这是

全省的大局。 成都财富全球论坛举办在

即，这又是成都加快改革开放、推进科学

发展、 造福人民群众的重大活动。 而这

些，都需要有一个平安、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全市公安机关正是基于这样的

考量，决定组织这次“支援抗震救灾 创

建平安成都”实战演练。

成都科学发展、领先发展，国际国内十

分关注，人民群众寄予厚望。这就需要全市

人民群众，努力建设文明成都，充分展现广

大市民理性智慧、热心服务的形象；努力建

设美丽成都，充分展现广大市民爱护环境、

遵守秩序的形象；努力建设法治成都，充分

展现广大市民遵纪守法、依法行为的形象；

努力建设和谐成都， 充分展现广大市民开

放包容、平和仁爱的形象；努力建设平安成

都，充分展现广大市民群防群治、合力维稳

的形象。 只要全市上下同心协力， 众志成

城，成都必将建设成为宜业、宜商、宜居最

终宜人的幸福家园。

这次实战演练从5月4日至5月5日，

演练重点围绕城市交通保障、治安整治、

打击两抢两盗、处置突发事件、市民应急

服务等持续开展，全市公安机关各警种、

各区市县群防群治力量共同参与。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

日，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高新

区签署合作协议， 在蓉设立西部生产基

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会见了来

蓉签约的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胜燊一行。

黄新初说，当前，成都正以“五大兴

市战略”为抓手，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

增长极，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其中， 发展现代产业是我们的一个着力

重点。广日集团是一家立足装备制造、具

有雄厚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继2011年

在蓉投资后， 此次又将西部生产基地落

户，这既是对成都的信任，也是对成都的

支持，市委、市政府表示感谢。我们一直

坚持这个理念———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

国内企业，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

到成都投资发展， 我们都视为自己的企

业， 都将全力提供便利的生产生活和政

务服务环境，创造更多机遇、更大平台。

希望双方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 实现互

利共赢。

潘胜燊说，广日集团长期关注成都经

济社会发展。成都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

地位、发展潜力，以及为企业提供的周到

服务，对集团非常有吸引力。通过对多个

城市比选，集团坚定地将西部生产基地落

户成都，致力于打造辐射西部地区比较完

整的电梯产业体系，希望在实现自身发展

的同时，为成都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超，

市委常委、 秘书长黄建发， 副市长苟正

礼，市长助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春林

参加会见。

相关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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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日就做

好当前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4·20”芦山强烈地震抢险救

援阶段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前抗震

救灾工作要以受灾群众安置为中心任

务， 同时要抓紧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前期

工作。

四川芦山强烈地震发生以来， 在党

中央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在有关方面、社

会各界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四川省委省

政府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

攻坚克难，抢险救援工作基本完成，抗震

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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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以安置为中心任务 抓紧开展恢复重建前期工作

成都公安组织“支援抗震救灾

创建平安成都”实战演练

做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

□

成都商报评论员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2012～2013中国商业报告》，对420家在华

美国企业进行调查，其中包括15家在蓉美企，在投资首选城市的选择上，

有超过90%的企业将票投给了成都，这一比例创历年新高

■从2008年开始， 成都已连续五年当选美企在华投资首选城市，中

国西南美国商会会长王晓东认为，美企选择落户成都的共同原因有三点，

一是基础设施完善，二是外企高度聚集，三是政府的高效与透明

■美国MEAS传感器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精量电子（成都）有

限公司总经理马朝萌说，之所以选择成都，一是觉得成都会是中国下一个

经济增长点，二是因为成都的人才储备相当丰富

美企在华投资

为何首选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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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会见广日集团董事长潘胜燊

本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

5月3日，省委书

记王东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关于抗

震救灾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

见；决定在全省开展“实现伟大中国梦 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四川”主题教育活动。省委副书记魏宏、柯尊

平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列席会议。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对抗震救

灾工作和抢险救援阶段取得的重大胜利给予充分肯

定，对下一阶段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的高

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

会议就做好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等，向广大党员干部和全省人民提

出要求、发出号召。

一要坚持把受灾群众安置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

作的中心任务。按照“五有”、“三防”要求，进一步巩

固应急安置成果，逐步改善安置点生活环境和居住条

件。 继续做好住院伤员特别是重伤员的医疗救治，做

好救灾物资发放、安置点卫生防疫、消防隐患排查等

有关工作，尽快落实各项补助政策。有序推进过渡安

置工作，科学制定安置方案，全面恢复灾区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二要毫不动摇地把防范次生地质灾害作为当前

抗震救灾的重大任务和“生命工程”，继续抓好各项

工作部署落实。切实做好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

标示、信息发布、排险加固、撤离演练等工作，尽可能

降低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率和危险性，确保不出现新

的重大人员伤亡。

三要在全面准确评估灾害损失的基础上，抓紧开

展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尊重

自然、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充分借鉴汶川

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成功经验， 认真做好受灾范

围、灾害损失评估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工作。要把

灾后恢复重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结合起来，化危为

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幅提升，同时注重产业配套，

发展社会事业，增强灾区群众致富能力，解决好受灾

群众的长远生计问题，从整体上提高灾区群众生产生

活水平。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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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防汛指挥部召开全体成员 （扩大）会

议， 会商分析今年汛期水文气象趋势及

防汛工作形势，安排部署全市防汛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防汛指挥部指挥长

葛红林在会上讲话强调， 要扎实做好防

汛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会上，市气象局、成都水文局、市国

土局、市水务局分别通报了汛期雨情、江

河水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准备情况，对

全市防汛工作作了具体安排部署， 市建

委、市交委、市房管局分别就做好各系统

防汛工作作了书面发言。

在和与会人员一起进行会商分析

后， 葛红林就进一步抓实抓好今年防汛

工作强调三点意见：

一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心。 今年防

汛工作面临很多新情况， 防汛形势依然

严峻， 要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城市

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 扎扎实实把防汛

各项部署落在实处。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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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抗震救灾工作重要批示精神

部署开展“实现伟大中国梦 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主题教育活动

葛红林在市防汛指挥部全体成员（扩大）会议上强调

增强责任心 掌握主动权 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公司

就四川石化项目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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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本月30日 开坐二环快速公交

全长3分钟左右的动画视频预计下周出炉，教你如何乘坐二环快速公交

02

昨日，二环路东一段，雏形已现的

BRT

快速公交站已成为二环的新景观 摄影记者 郭广宇

(

蜂鸟影像特别支持，航拍高度约

80

米

)

作为成都人， 我们为成都所取得的成就骄傲，也

为成都未来的发展加油。 成都提出建设宜人城市，无

论是更加宜业、宜商还是宜居，说到底就是要建设一

个更加美好的成都。而一个更加美好的成都，只有依

靠全体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才能建成。

建设文明成都，需要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城市的文

明，不只是高楼大厦与车水马龙，不只是物质的现代化水

平，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精神文明水平。而且，前者需

要通过后者来实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归根到底取决

于市民的文明素质。市民文明素质就是城市的灵魂。

建设美丽成都，需要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成都通

过规划和立法有效保护全市的山、水、田、林等生态本

底，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造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

水相依的生态宜居城市，就是要建设美丽成都。美丽成

都，不只是生态之美，更有环境之美，社会之美。这个美

丽成都，需要每个市民爱护环境、遵守秩序来实现。

建设法治成都，需要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法治

成都，需要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将所有的行政行为置

于法律框架之内，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与此同时，也需要每个成都人具有法治精神和守

法意识。没有守法的市民，就没有法治的成都。

建设和谐成都，需要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和谐

的成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意味着社会各系

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也意味着个人、社会与自然之

间的和谐，归根结底需要人自身的和谐。古希腊哲学

家赫拉克利特说“美在和谐”，同时又说，“看不见的和

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成都人的开放包容、平和仁

爱，就是这看不见的和谐。

建设平安成都，需要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没有平

安就没有幸福。平安成都不能只靠政府部门，更需要广

大民众群防群治、合力维稳。人心思稳、人心思安是大

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稳定的环境，一件事情都干不

成。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我们的成都，将是更加文明、美丽、法治、和谐、平

安的成都。无论是文明、美丽、法治、和谐还是平安的

成都，都属于理性智慧的现代市民。亲善产生幸福，文

明带来和谐。理性与智慧是人生的向导与光辉；市民

的理性与智慧，也是一个城市更加幸福的最终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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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市级部门晒预算：今年钱这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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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最高检首次明确

“地沟油”定罪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