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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乙肝疫苗停产

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 ，

正在开局。

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

会议的召开， 吹响了成都全面深

化改革的号角。

在成都

2014

年经济工作的主

基调中，“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统

筹发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其中 ，“改革创新 ”是动力 ，而 “统

筹发展”是方法。

改革创新能否为成都 “继续

领先发展、一马当先”提供强大动

力，统筹发展的方法是关键。着眼

于增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动力，必须改革创新；而着眼于推

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必须强化“统筹”。

这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再

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从大局出

发考虑问题，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

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

性、可行性研究。如此，才能正确推进

改革，准确推进改革，有序推进改革，

协调推进改革。也正是基于统筹发展

的需要，中央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并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强调“五

个转型升级”，其实也是要求成都

统筹发展。它涵盖了城市空间、产

业、生态、管理和城乡形态等各个

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支撑

的有机整体。

成都要“统筹发展”，就是要统

筹速度与效益、建设与环境、内资

与外资、公有与民营、发展与民生

之间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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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局部有雾 0~11℃ 偏北风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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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2013楼市揭榜，蓝光荣登成都销冠

112.94亿备案金额创历史新高，实际销售150亿蓝光加冕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熙维）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

前往蒲江县开展“走基层”活动，随机走进

部分村庄和农户家中，了解基层发展情况，

倾听百姓真实声音，积极为他们解难题、办

实事。

没有事先通知，没有任何安排，昨日午

饭后， 黄新初和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市领

导陈建辉、谢瑞武，以及市农委主要负责同

志一行，轻车简从前往蒲江县“走基层”。

汽车行驶到成雅高速成佳镇出口前， 黄新

初说，“我们就从这个出口下，看看这里农

村的情况吧。”

乡村公路旁， 几间盖着小青瓦的土坯

房吸引了黄新初的注意力，“我们先到这

几户人家去看看吧。” 黄新初步行穿过竹

林，来到一个院子。院子里，48岁的村民李

代华正在和着水泥，他家的沼气池坏了，忙

着维修，他的母亲和弟弟在一旁帮忙。“老

乡，你忙啥呢？能否耽误你一会儿工夫，我

们聊会儿天，了解些情况。”黄新初言辞恳

切。看着眼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李代华放

下了手中的活，答应“就聊几分钟吧”。

“你知道建沼气池，政府有补助吗？”

从李代华正在做的事情切入， 一来二往，

黄新初向李代华提了十来个问题，涉及农

村新型社区建设、土地流转、水利设施和

道路建设、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合作

社建立、庄稼种植、收入来源、社会保障、

子女就学工作等许多方面。没想到眼前这

位陌生人，对农村生活这么熟悉，李代华

不由地增进了亲切感，一五一十地回答了

每个问题，甚至还主动提出，希望能够解

决道路、水利等问题，进一步提高收入，早

日改变麟凤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黄新初说，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记

录下来了，市里和县里将抓紧研究，根据具

体情况，合理加以解决。我们将和大家一起

努力，把基础设施建好，把居住条件改善，提

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让大家尽快增收致富，

生活得更美好。与李代华分别后，黄新初对

随行的同志讲， 领导干部一定要脚下多沾

些泥土，心中才能常念着百姓，只有和百姓

坐在一条凳子上聊天， 心与心的距离才会

拉得更近。 刚才这位村民反映的问题很实

在，这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多跑基层、多接

地气，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作

出的决策才能让群众更加满意， 让他们从

中获得更多实惠。

告别麟凤村，黄新初一行又来到大兴镇

炉坪村，这里曾是黄新初“领导挂点、部门

包村、干部帮户”工作联系点，从2011年12

月首次到这里调研扶贫开发工作以来，两年

多过去了，村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冬日暖阳下，一栋栋灰瓦白墙的川西民

居，就着浅丘地形，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竹

木掩映其中； 新居旁边，5000亩猕猴桃基地

初具规模，今年就将挂果丰收；人均纯收入

已迈过万元大关，许多群众正在忙着装修房

屋，搬迁新家，喜迎新年……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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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多，特别是老百姓诉求各

不相同，带个录音笔在身上，比带个笔记本在

外面记起来方便多了”

■看到田玉成拿着一叠大本子走家串

户， 群众就知道是请大家把自己生活中的问

题、困难写在民生建议表上

■截至去年12月，在蓉落户的世

界500强企业达252家，境外企业188

家，境内企业64家，再创历史新高

■去年1~11月， 实际使用外资

98.57亿美元， 同比增长27.78%。预

计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3.1亿美元

■去年， 成都双流机场全年飞机

起降超25.05万架次， 旅客吞吐量超

3340万人次，均稳居全国城市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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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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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发展

为改革创新找到方法

三论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暨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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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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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林在成都公交集团现场办公时强调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

努力让公交更便捷更有吸引力

合力将成都与法国各界

友好合作不断推向深入

葛红林会见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魏雅树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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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区金马镇兴元社区书记田玉成走访时

形影不离“三件宝”

药箱录音笔建议表

榜样

走基层 解难题

办实事 惠民生

百万吨级污水处理厂

今年投用 中水可浇花

这是主城区第10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100万吨，建成后

将是四川省规模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黄新初在蒲江县开展“走基层”活动，随机走访农户了解情况

脚下多沾些泥土 心中常念着百姓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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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首选成都 252家世界500强落户

成都进一步拉近与世界的距离，正从西南内陆城市成为开放桥头堡

52人被困南极 中国直升机救出

家有娃娃升学

请看2014年招考日历

火车票抢购诀窍

成都商报教你几招

老鼠偷渡成都

客机停飞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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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双流机场入境航班首次发

现活鼠， 东航MU5036次航班因此停

飞3天捕鼠、除虫、消毒，损失约60万元

■捕鼠小组负责人介绍，飞机上一

旦出现老鼠活动的迹象，极可能传播鼠

疫、流行性出血热等57种疾病；若咬断

飞机线路，还可能机毁人亡

黄新初走进农户家中，了解基层发展情况，倾听百姓真实声音

小

升

初

4月 公布招生政策

6月下旬 民办学校网上

报名和资格审查

7月上旬~中旬 市属初中

微机排位、划片等

中

考

高

考

4月 中招政策公布

6月13、14日

中考时间

7月上旬 录取

6月7日至9日

高考时间

7月初起至8月中旬

招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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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 嫖宿幼女被诉强奸罪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解读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细分构罪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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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人员在机舱内放置粘鼠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