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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回家顺路买菜

出意外算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规定，“合理”是“上下班途中”

工伤认定的关键词

银行转账

户名：成都市慈善总会（捐款时请

注明“定向：渐冻人”或者“暖冰行

动”）

开户行：成都银行金河支行

账号：

24012012218859100019

现场捐赠

成都市慈善总会

捐赠地址： 成都市百花西路

5

号

（百花中心站、百花潭公园附近）

热线电话：

87030103 87030102

72小时为10名成都渐冻人筹集15万元

商报发起暖冰行动

“暖冰行动”咋捐款

成都商报发起 “暖

冰行动”，延缓渐冻人被

冰冻的脚步。呼吁广大成

都人行动起来， 挑战冰

桶，关爱罕见病群体

大家将为成都最严

重的10名渐冻人分别筹

集一台手术 （约5000

元）、一台呼吸机（约1万

元）的费用

为渐冻人募集资金 他们浇下冰水

我市与成都铁路局召开2014年第3次协调会

研究铁路项目建设工作

葛红林出席

全面开展友好合作 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葛红林会见瑞士洛桑市市长达尼尔·布雷拉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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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铮亮接受挑战成都政务服务中心官微编辑参与 摄影记者 陶轲 张靓颖自浇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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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中雨，局部大雨 温度22~27℃ 偏北风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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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您！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 刘云山主持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20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

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邓

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

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我们伟大的

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 中华民族

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相信，在20

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 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

历史性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邓小平同志一

生的丰功伟绩， 总结了邓小平同志为我国

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强调邓

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

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

伟大贡献， 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

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

在人民心间。

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 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小

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从信念坚

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

维、 坦荡无私等方面深刻阐述了邓小平同

志的崇高精神风范， 号召全党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

前进。 讲话饱含着全党全国人民对邓小平

同志的深厚感情， 饱含着继往开来推进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 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紧密结合

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际， 认真学

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座谈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中央军委委

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四川省委书

记王东明先后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

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北京市、四川省委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

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 邓小平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

女及家乡代表，以及出席“全国纪念邓小

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的代表

等出席了会议。

黄新初拜会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

成都七大政策促消费

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

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中国

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

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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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15个大型消费类品牌节会展会活动， 将现场开展让利、

抽奖、展店联动等促销活动，直接让利于终端消费者；使用

“天府通”到有国家法定资质的体育健身场所进行体育健身

消费的市民，可享受实际消费金额10%的优惠……

四大

亮点

刺激社会消费，转变增长方式

紧扣热点消费，培育新的增长点

激活民间资本，放大促销效应

做强市场主体，推动产业发展

优惠

多多

成都日报北京电 （记者 张魁勇）

昨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在京拜会

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焰， 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健康养老产

业合作，进行了工作座谈。

黄新初说， 人保集团是一家综合性

保险（金融）公司，成立60多年来，始终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有效发挥保险保障

各项职能，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当前，成都正在深入实施“改

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奋力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大都市。在此过程中，我们高度重视产

业转型升级， 着力把城市建设得更加宜

人宜居， 尤其是像健康养老产业这样与

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 更是我们要

重点关注、加快发展的。希望人保集团坚

定投资信心，发挥品牌优势，在蓉布局更

多金融保险、 健康养老等高端服务业项

目，与我市开展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我

们将全力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政策支持和生产、生活、政务服务，实现

企业发展和城市进步双赢。

吴焰感谢成都市委、 市政府对人保

集团在蓉业务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

前，成都经济社会实现了快速健康发展，

特别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务服务和广阔

的市场前景，更加坚定了人保集团在蓉加

大投资、加快发展的信心。集团将根据成

都市的总体发展规划， 结合自身业务实

际， 全面加强与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央企应有的贡献。

昨日上午， 离开青岛前往北京开展

投资促进活动之前， 黄新初还率成都市

党政代表团参观了青岛规划展览馆，深

入了解青岛城市发展战略， 学习借鉴青

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出的好经验好

做法。

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建发，副市长傅

勇林、谢瑞武、苟正礼参加拜会。

“合理路线包括的范围就

比较广泛， 比如下班的途中需

要到菜市场买一点菜， 然后再

回家，而且是顺路，我们认为都

应当包括在内”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发

“小平您好！ 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

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

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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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座谈会上的深情表达，饱含当

代共产党人对一代伟人崇高风范和不朽

功勋的高度敬仰， 抒发了全体人民对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深切缅怀。

伟大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引

领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看清了世界和

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

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

有的历史性伟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同志以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

定理想信念和勇敢历史担当投身党和人

民事业，把毕生精力和心血全部无私奉献

给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在中华大地写

下赤子情怀，刻下丰功伟绩，开辟出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崭新道路。

伟人风范永存， 伟业生机勃发。“正

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 正是

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

的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

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

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东方。”邓小平同志连同他

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创立的邓小

平理论，一起融入祖国辽阔的壮美河山，

融入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 融入民族复

兴的伟大梦想。 也正因此，“邓小平同志

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

今天，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中

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

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我们距离实现民族复

兴宏伟目标从未如此之近，也从未像今天这

样拥有实现复兴目标的能力。站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风

正帆悬、再启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呈现更加光明的美好前景。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开拓创新的

精神，勇于担当的品格，勇毅笃行的抉择。

今日中国，既有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带来

的阵痛，也有观念多元、利益多样产生的

烦恼； 既要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的障碍，也

要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阻力；既有“中国

威胁论”的“捧杀”，也有“中国崩溃论”的

“唱衰”。中国在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前

进道路上，必须有效破解、妥善应对来自

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挑战纷扰，“进行许多

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迎难而

进，乘势而上，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向前推进，是时代给出的历史命题，也是

当代共产党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怀着对民族的责任、 对人民

的责任、 对党的责任， 接过历史的接力

棒，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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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多人民同心筑梦、实干圆梦的磅礴力

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

改革部署，中国改革航船在经历

30

多年的

探索实践后， 驶入全面深化攻坚的深阔

水域。一场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攻坚

战，将带来发展模式的全面升级、发展理

念的深刻转变、发展质量的大幅提升，实

现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今天中国的改革不仅是在传承历史，

更是在创造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所蕴含的

巨大能量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深刻地改

变中国、撼动世界。当伟大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也将愈加深刻地理解今天改革攻坚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部意义。

改革永无止境，发展永无止境。连接

昨天、今天、明天的改革之路，凝结着一

代伟人的历史功勋， 见证着我们的开拓

创新，奠定着未来的梦想之基。让我们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继承伟人未竟事业，同心同德，

团结奋斗，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

向更高境界， 为实现中国梦赢得更伟大

的历史性胜利！ （新华社）

纪念小平学习小平

深化改革创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