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
衣食住行一切需求为您解决

四川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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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儿童团
成都儿童团魔法学院开学啦
买够网
想买猕猴桃，我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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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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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头条成都频道

海量淘宝红包专供用户节
营销策划公司

成都一流文玩高手为您鉴宝
数字整合营销中心

为用户打造年度汽车最低价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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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雨欣）四
川省教育考试院昨日发布实施规
定，确定了2017年高考艺体专业考
生文考和专业测试的时间和地点。

按照要求，报考2017年普通
高校艺术体育类（含运动训练、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生
须于10月9日8：00至13日12：00，
登录各市州招考办指定网站进行
文化考试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成
功后，应届高中毕业生持本人身
份证、由所在学校组织或持所在
学校开具的证明材料，往届生持
本人身份证、高级中等教育学校

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的证明于10
月17日8：00至19日17：00到县
（市、区）招考办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时，县（市、区）招考
办将使用身份验证系统采集考生
身份证信息，核对并校准考生网
上报名信息；然后比对考生面颊
和身份证照片，成功后为考生现
场拍照；最后采集考生指纹，确认
后，才能签发报考证。

完成现场确认的考生，须于
10月21日8：00至23日17：00登录
报名网站进行艺术体育类文化考
试网上缴费。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四
川将组建四川银行。这是在昨日
举行的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议上，省国资委主任徐进透露
的消息。

此前，四川发展（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提出了公司总体转型发
展的目标定位、主要任务和推进
措施，并形成了组建四川金融控
股集团、四川银行的初步工作方
案。8月22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并原则通过了该公司转型发展

总体方案。四川发展（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是省政府出资设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2009年1月挂牌成
立，注册资本800亿元。

徐进还介绍，今年将重点推进
商业旅游、金融等产业的企业重
组，“推动川商投资集团二次重组，
努力打造全国知名、西部一流的
综合性商贸流通企业；重组整合
川旅集团与锦弘集团，组建省旅
游投资集团，打造国内一流的现
代旅游服务业投资商和运营商”。

四川将组建四川银行

高考艺体专业文考
10月9日起网上报名

成都商报讯（记者 梁梁）
昨日，省政府、市政府与四川大
学签署共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
合作协议。省市两级政府将在
人 才 培 养 和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创
新、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

业化、发展战略决策咨询和高
端智库、高端国际化合作等5个
领域与四川大学一道，共建世
界一流大学。

作为国家布局在西部地区
最大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四

川大学正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
进。希望通过省、市、校共建，充
分发挥“双一流”的建设引领作
用，形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的“四
川范本”。

川大与省市共建世界一流大学

成都商报首届全媒体用户节
100000000用户 幸福一起享

■ 成都商报全媒体集群10大平台 ■ 为首届全媒体用户节先期推出75个活动
■ 倾情回馈1亿成都商报用户 ■ 凭2017年成都商报订报发票享专属权利

亲爱的用户，
我们永远是朋友！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
日，市委书记唐良智，市委副书记、代
市长罗强率成都市党政代表团，赴资
阳市考察并出席“成都市—资阳市全
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资阳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喜安，资阳市
委副书记、市长陈吉明陪同考察并出
席签约仪式。

唐良智率成都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先后来到资阳市城乡规划馆、四川现
代汽车有限公司和滨江路堤景观带实
地考察了资阳市城乡规划建设情况，
资阳经开区、中韩创新创业园区资阳
基地规划建设情况和成渝客专资阳北
站、地铁18号线资阳线、资三快速通道

建设等成资交通互联互通情况。
签约仪式上，唐良智说，今天的

考察中，亲身感受到了资阳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劲活力。作为同饮沱江水的
兄弟城市，我们为资阳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资
阳的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成都学习借
鉴。同资阳一样，成都近年来也保持
了良好发展势头，今年全市经济继
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
态势。成都这些成绩，是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
克难奋进的结果，也凝聚着全省人民
和资阳等兄弟城市的支持和帮助，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唐良智说，当前，我市正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大发展理念”、省委“三大发展战
略”和省委书记王东明对成都提出的

“抓住六大历史机遇、完成六大历史
任务”等一系列重大要求，按照“一元
统领、五维支撑、七大任务”的“157”
总体思路，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这些思路和举措，既是落实中
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必然要
求，也是作为首位城市的应有担当，
对成都和资阳两地发展都具有重要
意义。希望两地进一步抢抓“一带一
路”、成渝经济区、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等重大机遇，深

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多点多极支撑”
发展战略，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领先
发展，加快实现成资经济社会紧密融
合和一体化发展。

一要共划规划对接，谋划一体化
发展布局。希望两市着眼新的国家战
略和发展大势，进一步发挥好规划龙
头作用，以《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成都平原经济区“十三五”发展规划》
等为引领，以天府新区发展建设规划、
空港经济区规划和产业发展、生态保
护、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为重点，进一
步加强规划的对接融合，通过蓝图共
绘推动“一盘棋”谋划、一体化发展。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市委书记唐良智会见了奥
地利驻华大使艾琳娜一行。

唐良智说，成都与奥地利在经
贸合作、职业教育、文化产业等方
面交流频繁，成效显著。当前，成都
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
正抢抓“一带一路”等多重机遇，
以建设自贸区和实施“蓉欧+”战
略为抓手，进一步提升对内对外
双向开放水平，努力打造西部对外
交往中心和国家门户城市，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愿推动双方
在创新创业、职业技术培训、文化

交流、友城建设、航线发展等方面
的全方位务实合作，进一步提升双
方友好合作水平。希望艾琳娜大使
未来继续关心支持成都对奥合作，
助推成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艾琳娜表示，成都是一个充
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城市。奥地利
十分重视与成都的关系，愿共同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
遇，推进双方在更多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取得更大的合作成效。

市委常委、成都天府新区党
工委书记刘仆，市委常委、秘书长
王波参加会见。

唐良智罗强率成都市党政代表团赴资阳市考察并出席两市全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深入贯彻“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成资紧密融合一体化发展

唐良智会见奥地利驻华大使艾琳娜

推动务实合作 提升合作水平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
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委
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和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了《关于
以发展新理念为引领加快农业现代化
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的意见》、《市领
导联系重点产业实施方案》等议题。市
委书记唐良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代市长罗强，市委副书记李仲
彬，市委常委王忠林、陈建辉、刘仆、胡
元坤、吴凯、王波、罗相水、谢瑞武、廖
仁松、王川红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唐
川平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9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
党委中心组学习经验交流座谈会，是

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委中心
组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我们抓好
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遵循。全市各
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
不扣地抓好贯彻落实。一要深刻认识
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性，牢牢把握
学习的方向、主题和重点，不断提升党
委中心组学习的质量和水平。二要突
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坚持把持
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中之
重，坚决做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坚决做到真学、真信、真用、真行。当
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准确把握市委十二届七次

全会确立的“一元统领、五维支撑、七
大任务”的“157”总体思路，进一步明
晰发展路径和着力重点，更好地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决
策部署上来。三要大力发挥党委中心
组学习的示范带动作用，以高的标准、
严的要求抓好市委中心组学习，把市
委中心组打造成善于学习的“示范
班”，带动全市上下大兴学习之风。全
市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作为
第一责任人，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
好中心组学习。

会议指出，9月14日，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五次会议，
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学习贯彻。一
要抓落实。要对照改革任务清单和时

间表，全面梳理我市各项改革工作，
确保全市各项改革任务如期完成。要
提早谋划明年乃至今后几年的改革
工作，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157”总
体思路相衔接，按照“干5年看10年”
的理念，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
和协同性。二要抓督察。全市各级改
革办和目标督查部门要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以强有力督察推动改革落
地生根；纪检监察部门要把改革推
进情况纳入监督、执纪、问责的重要
内容。三要抓宣传。全市宣传部门和
各有关单位要组织精兵强将，运用各
类宣传途径，引导群众更好地理解、
支持、拥护改革，形成有利于改革的
良好氛围。 紧转02版

亲爱的读者——曾经，我们
是多么热爱这个称呼。

22年了，我们一直说，亲爱的
读者。今天，我们决定改一改。我
们说，亲爱的用户。

这个改变，从一个盛大的节日
开始。这个节日有一个极具时代气
息的名字，叫做全媒体用户节。

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但却
承载着已经不算年轻的22年的深
情厚谊。

这是一次质的升级。亲爱的
读者升级为亲爱的用户。

22年来的每一天，曾经的读
者，现在的用户——你们，在报摊
上，在办公室，在茶馆里，在这个城
市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翻看商报的
身影；新闻发生了，你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打个热线给商报”；读完报
纸，再来认认真真投诉哪怕是一个

“的地得”的错误，因为“商报不该
犯错”；有啥子国际国内大事，看商
报记者在现场；想出门自驾一盘，
看商报旅游；娃娃高考报志愿，看
商报教育；昨天晚上看了球赛，今
天赶紧看看商报咋个评的球；周末
没事干，“大周末”上有好吃的，好
耍的，好笑的。22年了，你们摆龙门
阵，一开头还是：你不晓得啊，商报

今天都报了……
而现在呢，想要为家人寻医，

摸出手机点开“四川名医”；第一
时间了解教育资讯，关注“成都儿
童团”；买东西，上买够网、淘宝成
都馆、京东成都馆；周末短途旅
行，看“成都出发”；想认识钓友，
加“爱上钓鱼”；想要更深入地了
解你的城市？关注成都Big榜啊；
甚至于，想要吹出最好最炫的龙
门阵，下载谈资APP就够了。

看，不自觉地，你从一个只是
“阅读”的读者，变成了一个要“使
用”的用户。

这是一张自豪的成绩单。“成
都商报”这4个字的含义，从单张
报纸发展到用户数突破1亿的全
媒体集群。

我们的儿童团，已成为成都
200万个学龄家庭的教育助手；

我们的谈资，每天给300万网
友带去谈论的话题；

我们的“四川名医”，深耕本
地医疗资源，汇聚万名医生，直接
服务100万名用户；

我们的买够网、淘宝成都馆、
京东成都馆，每年销售20多亿元
的优质商品和特色农产品；

下转03版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把市委中心组
打造成善于学习的“示范班”

唐良智主持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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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了，我们一直
说，亲爱的读者。今天，
我们决定改一改。我们
说，亲爱的用户。

这个改变，从一个
盛大的节日开始。这个
节日有一个极具时代气
息的名字，叫做全媒体
用户节。

这是一次质的升
级。亲爱的读者升级为
亲爱的用户。

不自觉地，你从一
个只是“阅读”的读者，
变成了一个要“使用”的
用户。

这是一份永不改变
的情谊。幸福一起享，困
难我们扛。今年发行，我
们仍不涨价。

这次用户节，时间
长，平台多，类型全，范
围广。成都商报旗下的
各大全媒体平台，除了
比平时更为周到、细致、
专业、专属化的服务，我
们还准备了大量的奖品
和你分享。一定不会让
你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