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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中清科华集团董事长赵峻……昨日，400多
位境内外川商代表云集成都，参加首届川商返乡发
展大会。会议期间，四川共签约川商返乡投资合作
项目278个，投资总额1582亿元。川商返乡兴业投资
基金宣布揭牌，并已开始接洽第一批拟投资项目。

川商返乡兴业投资基金由省财政出资3亿元，
鼓励和引导四川企业、异地四川商会等社会资本
和金融机构出资参与，共同组建。基金将采取参
股、控股或者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投资。其中，
投资于四川企业和四川省内项目的比例将不低于
60%，单个项目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总规模的
20%。基金首期规模暂定为30亿元，目前募集资金
已达20亿元。

随着首届川商返乡发展大会的举办，四川省川
商总会已经成立。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当选为川
商总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好则出任会长。刘永好表示，四川的旅游、美
食、工业等领域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且巨大的市
场、基础设施、政务环境都将有利于投资兴业。很多
川商在海内外发展得非常成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
表达了回家乡投资的意愿。四川省川商总会在海内
外有多个分会，将为川商走出去提供支持。

4号线二期4月洞通 明年开通运营
昨日记者从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获悉，预计今年

4月成都地铁4号线二期将洞通，计划明年4号线二期
包括同步工程在内将开通运营，4号线一、二期工程连
接一起，将实现西至温江，东达龙泉，串联起更多的区
市县。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西华大学大二学生吴京民随队
沿梯子走下隧道，阳光已被隔绝，最
初映入眼帘的，是刚刚建好的一截轨
道和隧道四周的水泥石壁。沿着仅一
人宽的临时道路径直向前，吴京民逐
渐感觉到了地下空间的闷和热，还有
隆隆的轰鸣声。

走了几百米，快到尽头的时候，吴
京民看到了一个简易的操作间，里面
有各种精密的仪表，3名工作人员正在
操作，这是盾构机控制室。走到尽头，
就能清楚看到盾构机正在挖掘，“感觉
是一个巨大的钻头钻啊钻……”

吴京民学的是交通运输专业。在
地下施工现场，她每一处都停留了很
长时间，拍了又拍，“回去之后还要细
细研究琢磨”。吴京民很期待自己将
来也能进入地铁领域工作，成为一名
地铁工程师。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讯（记者 胡沛）今日，川航一架空客
A330客机将搭载着200余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
飞，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预计空中飞行10个小时。
这是成都首个飞往捷克布拉格的航班。此前从成都
到布拉格，需要经阿姆斯特丹或者北京转机，最快
也要20个小时。

昨日在成都举行的首发签证和成都直达布拉
格酒会上，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诺子博颁发
了该馆首张签证。去年9月8日，位于东大街平安金
融中心24层的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
捷克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二家总领事馆，领区范围
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重庆。此前四川人前往捷克
必须去北京办理签证打指纹，获得签证至少要半个
月。诺子博表示：“我们优化了签证手续，中国前往
捷克的旅行者将在4天内收到通往捷克的签证。”

团粉
丝

昨日上午，由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地铁公司组建的地铁“粉丝团”20名幸运者迎来首
次“下地”参观机会，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教师、银行高管、医生，也有白领和大学
生。虽然昨日细雨绵绵，但成员们热情不减。在温江南熏大道附近的地铁4号线二期工程
工地现场，粉丝们迫不及待地穿戴起反光服和安全帽。随后分成两组，亲眼见证地铁隧
道是怎么挖出来的。

20名铁杆粉丝昨来到地下参观地铁作业

百闻不如一见
地铁挖掘太艰辛太神奇了

本周一，成都商报特联合成都地铁公司推出“成
都地铁大合畅、千万市民大参与”大型公益活动，成都
地铁“粉丝团”、成都地铁“朋友圈”一一兑现，也吸引
了广大市民的热情参与。“我与成都地铁”征文大赛也
在这三天收到了不少作品，近20篇文章已经飞到了成
都商报的征文邮箱。

有以个人经历写成随笔和感悟，述说地铁给生活
带来的便利；有用诗歌的文体，歌颂成都地铁的大气
恢弘；有年已古稀的老成都，以自身深厚的岁月积淀，
来审视地铁给每个人、给一座城带来的变化。

“我与成都地铁”征文大赛仍在继续，期待你的加
入，共同奏响成都地铁时代“奏鸣曲”。小说、诗歌、评
论、散文，征文大赛题材不限、字数以1000字内为宜。

你 可 将 文 章 电 子 版 统 一 传 至 征 文 邮 箱
sb86612222@163.com，来信请寄至“成都市红星路二
段159号成都商报要闻部”，请注明“我与成都地铁”征
文大赛。优秀作品我们将刊登在成都商报上，将你的
感悟分享给上百万商报读者。同时，我们将为你奉上
稿酬。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成都地铁
大合畅
千万市民
大参与

“我就是想要看看，在这最后的
一段距离，地铁是怎么一步一步挖掘
到我家门口的。”昨日前来参观的粉
丝团成员吴燕，从地下施工现场参观
出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太神奇了”。

吴燕是成都大学学生，家住温江的
她，每次在家与学校间往返都需要转3
趟公交，耗时近3个小时。“等这条地铁
线开通，我从家到学校就可以一条线坐
到底，估计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

“我是温江人，我知道这里地质
复杂。”当她来到隧道尽头，看到盾构
机正在掘进时，感到震撼无比。

吴燕，成都大学学生，家住温江

这条地铁线修好后
从家到学校不到1小时

吴京民，西华大学学生，交通运输专业

拍照回去研究
未来想当地铁工程师

征文大赛飞来近20篇美文

与
我

铁
征文

地

川商返乡兴业
投资基金首期30亿元

只需10小时
成都今起直飞布拉格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确定进一步支持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措施，以结构优化推动绿
色发展；部署加强文物保护和合
理利用，传承文化根脉凝聚民族
精神。

会议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有利于保
护和改善环境，是培育新动能的
重要抓手、发展新经济的重要内
容。要坚持市场导向和创新驱动，
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努力攻
克核心技术，打破瓶颈制约，加速

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扩大城市
公交、出租车、环卫、物流等领域
新能源汽车应用比例。中央国家
机关、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
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
的比例，要提高到50%以上。

征文选登

走出家门坐地铁

扩大出租车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比例

今年将推进重点技术
创新项目3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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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地铁粉丝团成员参观地铁4号线二期施工 拍客“番茄”摄（稿酬100元）

共同推动
成都新兴服务业加快发展

唐良智会见泰康人寿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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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用更多的新闻精品唱响主旋律

四川日报讯（记者 张宏平 曾小清）
共话桑梓、共叙乡情、共谋发展。2月24日
上午，以“回家发展·振兴家乡”为主题的
首届川商返乡发展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
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副
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大会，省政协主席柯
尊平出席大会。来自境内外的400多名川
商代表应邀出席大会。

王东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和
9000万父老乡亲，向各位川籍企业家、各
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海内外川商朋友

致以诚挚问候。王东明说，四海汇通，川行
天下。四川商业文明历史悠久，雄奇秀美
的巴山蜀水、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包容
多元的人文精神，孕育了灿烂的商业文
化，也造就了川商勤劳智慧、执着果敢、明
礼诚信、开拓创新的品格特质。古往今来，
一代又一代川商不畏艰险、披荆斩棘，跋
涉于崎岖蜀道，用智慧和汗水开拓了千里
栈道、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让灿若
朝霞的蜀锦、茗香四溢的川茶、醇厚绵柔
的川酒行销五湖四海。改革开放以来，新

一代川商传承优良传统，勇立时代潮头，
扬帆破浪于浩瀚商海，成长了一批在全国
乃至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和企
业家，实现了新的崛起与辉煌。今日之川
商，已经成为纵横商界、创富国家、回报家
乡的重要力量。

王东明说，树高千尺根植厚土，水流万
里不忘思源。川商的根始终在四川。这里有
大家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有大家的童年
记忆、成长往事，还有大家熟悉的山、熟悉
的水和那忘不掉的乡愁。省委、省政府始终

牵挂着川商，今天隆重召开首届川商返乡
发展大会，就是要让天下川商都能感受到
家乡的真情呼唤和殷切期盼，让川商投资
者放心回乡投资兴业创业。

王东明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
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省上下团结奋斗和
艰苦努力，四川经济总量已经跃上3万亿
元台阶，呈现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
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
群众奋发有为的良好局面。当前，四川发
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紧转02版

共享机遇共襄盛举 共创家乡美好未来

首届川商返乡发展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
王东明致辞 尹力主持 柯尊平出席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的重要意义和必须坚持的正确政治方向、基本工作遵
循、队伍建设要求，强调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
论工作的领导。这为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在昨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议上，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黄新初强调，要坚持党媒姓党，突出正面宣传，创新

方法手段，强化组织领导，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中央和省委
精神贯穿于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特别是新闻舆论工
作的各个环节，推动讲话精神在全市落地生根。

近日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
推动新闻舆论工作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以
正面宣传为主。

从今日起，本报开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栏，
全面展示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深入学习、认真贯彻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饱满热情，深刻阐述从业人
员结合自身实际进行的深入思考，充分展现新闻工作
者履职尽责的责任和担当。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昨
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研究我市
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
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市委常委朱志宏、王忠林、陈建辉、
刘仆、胡元坤、吴凯、王波、罗相水出席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
唐川平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3
家中央新闻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主持
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

要讲话，对推动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势
发展积极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工作能力
和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对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
展，是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纲
领性文献。2月2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
就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精神进行传
达贯彻，王东明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
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系统
要深入学习领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中央和
省委精神贯穿于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特别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环节，推动

讲话精神在全市落地生根。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媒姓党。党性原

则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无论
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党管
媒体的原则不能变，政治家办报的制度不
能废。我们要切实加强领导，在新闻舆论
工作中做到党性原则、人民性原则和具体
工作路线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党的意
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
党的团结。

会议强调，要突出正面宣传。人心是
最大的政治。新闻舆论工作要把握正面宣
传这一基本方针，把准主基调、唱响主旋
律，重点围绕中央、省委重大方针政策和

我市“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五
大兴市战略”以及天府新区建设、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大力开展宣传报道，
努力做到市委工作大局在哪里，新闻舆论
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充分发挥提振人心、
鼓舞士气的正面舆论导向作用。

会议强调，要创新方法手段。做好新
闻舆论工作，不能固步自封、老生常谈，必
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坚持用改革创新
的办法解决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开展
工作。要切实把创新摆在首位，通过创新
理念方法、创新内容载体、创新体制机制，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 紧转02版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

黄新初主持并讲话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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