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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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上
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完成伟大事业必须靠党的领导，
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
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紧紧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
展，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不断
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
记赵乐际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们
紧紧盯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
结，坚持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
的好经验好做法，深化对管党治党规
律的认识、创造新的经验，全面从严治

党成效卓著。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
珍贵，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深化。一
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
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
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
二要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
一，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
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
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
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三要坚持抓

“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
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
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
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四
要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
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
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
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五要坚持严
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真管
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贯彻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
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六要坚持党
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以党内监
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群众
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

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
之以恒、毫不动摇。我们要坚持问题导
向，保持战略定力，以“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雄气概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
精神，坚定不移抓下去。 紧转04版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老虎”露头就打“苍蝇”乱飞要拍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1月26日，川航将开通成都往
返圣彼得堡航线，这是继成都直
飞莫斯科后，川航第二条成都直
飞俄罗斯航线。

根据川航披露，川航成都往
返圣彼得堡航线每周三、五各一
班，采用空客A330机型执飞。开航

初期，川航推出特价机票，现预订
1月26日、1月31日、2月2日开航前
三班，有机会抢到成都-圣彼得堡
单程90元（含税约1207元）、往返
150元（含税约2348元）的特价机
票。航班日期在1月26日至2月5日
的，成都－圣彼得堡单程价格500

元起（含税约1617元），往返价格
600元起（含税约2798元）。

此外，针对国内中转国际旅
客，川航在1月26日至2月5日的航
班上推出国内段免费优惠，方便
旅客从“蓉”转。

李庆楠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成都直飞圣彼得堡航线26日开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成都市天府国际机场和国
际空港新城建设推进会议暨成都
市实施“东进”战略领导小组第三
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罗
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
朱志宏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及相关配套工程
全面启动建设、进展顺利，“三城
一园”规划建设稳步推进，投资
促进初见成效，各项工作取得积
极进展和良好开局，成绩值得充
分肯定。各有关部门、区（市）县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十
一届二次全会、市委十三届二次
全会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狠抓工作落实，加快
推进天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
新城建设，高质量推动“东进”战
略实施。

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
突出工作重点，全力推动省、市党
代会精神落地落实。一要科学编
制规划，充分结合区域资源承载
力，科学确定发展规模，加强配套
衔接，进一步突出中国特色、巴蜀
元素文化特质。 下转04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杨彩华）昨日，成都市产业功能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暨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推进
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举
措，加快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推
动城市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出席。

去年7月，市委在产业发展大
会上作出“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
业功能区”决策部署。会议听取了
各部门和有代表性的产业功能区
及园区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
了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工
作，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认为，市委提出统筹布局
建设产业功能区，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
力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选择，将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
中心城市夯实功能基础。

范锐平说，产业功能区建设
“核心在产业”，必须以比较优势原
则选择产业主导方向。要深度研究
产业发展趋势、龙头企业战略动
向、新兴企业全球布局、领军人才
创新成果等，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引
进战略性龙头企业、行业领军型创

新人才和国家级科研工程中心上，
围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等“六大
新经济形态”及其代表性产业，加
快构建多元化的“七大应用场景”，
增强产业创新力、竞争力。

范锐平指出，产业功能区建设
“关键在功能”，必须以宜业宜居为
目标塑造城市新形态。要以人力资
源生命周期需求和产业发展全生
命周期需要为目标，坚持功能复
合、职住平衡、服务完善、宜业宜居
的发展导向，形成产业功能区规划
编制导则、大纲和设计导则；要围
绕产业形态构建现代化设施平台，
加强基础性公共服务设施策划布
局；要围绕产业需求构建科研型功
能平台，鼓励大学科研院所和创新
平台开放搞科研、开放育人才；要
围绕产业人群构建生活性服务平
台，提高城市宜居性和幸福感。

范锐平强调，产业功能区建
设“支撑在园区”，必须以生态圈
理念引领主导产业集群要素集
聚。要加快建设以产业新城、特色
街区、特色小镇为主要形态的现
代园区，推动园区由追求规模速
度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要引导
各类要素打破地域约束和行业壁
垒，形成市场化配置的生态环境，
推动园区跨界跨区发展壮大；要
加快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需求
为导向、政产学研用共建共享产
业生态圈，推动园区跨越“形聚”
走向“神聚”。 紧转04版

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
秉持生态圈理念

加快产业功能区建设
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暨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推进
会议举行 范锐平罗强出席

■“核心在产业”，以比较优势原则选择产业主导方向
■“关键在功能”，以宜业宜居为目标塑造城市新形态
■“支撑在园区”，以生态圈理念引领主导产业集群要素集聚
■“机制是保障”，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进天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新城建设
高质量推动“东进”战略实施

成都市天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新城建设推进会议暨
成都市实施“东进”战略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 罗强主持
并讲话 朱志宏出席

究竟是什么，让成都加冕？书店
不仅仅是书店，更是一座城市文化
气质的一个反映。从更宽广的视野
看，“书店之都”的美誉，其实更是对
成都市民热爱读书、注重精神追求
的一种肯定。

成都正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创新创造已
成为一座城市的自觉，市民对学习
新知识、提升自我的需求空前高涨，
进而转化成对高品质书店的文化消
费需求。

成都突出贯彻十九大、省市全会
精神，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
美好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与成都
书店文化供给侧改革：实体书店转型
升级以及政府对实体书店的大力扶
持，共同形成了合力，为成都赢得

“2017中国书店之都”桂冠。

城市阅读力量喷薄：
旺盛文化需求
支撑实体书店“逆袭”

在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成都人尤其是年轻人
通过阅读积累知识，拓展眼界，提
升自我。《2015-2016年度成都市全
民阅读指数测量研究报告》显示，
成 都 市 居 民 纸 质 阅 读 量 为 7.109
本，数字阅读量为7.830本。经与国
民平均阅读指数比较，我市阅读量
明显高于国民人均水平，纸质阅读
量高出2.459本，数字阅读量高出
4.62本。 下转04版

拥有实体书店数量仅次于北京

成都加冕“2017中国书店之都”
如今，书店不再仅是个人的精神驿

站，更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一些
知名城市，实体书店和城市文化互动融
合，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经常与城市
里久负盛名的书店密不可分。成都，正
是这样的代表城市之一。昨日，集聚了
百余位书店大咖、由中国书刊发行协会
主办的书店行业权威盛会——“赋能未
来书店·书店学习”大会在北京举行，对
2017年的中国实体书店进行盘点，揭晓
9项行业大奖。其中，成都荣获重磅奖项

“2017中国书店之都”。此外，文轩
BOOKS九方店、钟书阁成都店等10家
书店获封“2017年度最美书店”。

《2017—2018中国实体书店业报
告》显示，2017年成都书店数量已达
3463家，继北京后位居全国第二。无论
是实体书店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
位列前茅。作为较早在实体书店领域开
始积极探索的城市，目前，成都已经拥
有文轩BOOKS、方所、言几又、西西弗、
散花等知名品牌书店。成都市高度重视
城市文化的构建，实体书店作为传播文
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城市的发展与梦
想。“成都出台了一系列实体书店扶持
政策，鼓励和推动实体书店在新业态、
新空间、新体验等方面大胆创新、融合
发展，不断满足广大市民阅读需求，为
城市创新发展提供了原生动力。”成都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实体书店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设施，在我国文化利好政策的引导下，
加快建设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
如成都书店数量多、品质高、质量好、集
聚度高、政府扶持力度大，取得了良好
的发展。”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理事长艾
立民对实体书店的发展态势给予肯定。

此外，在大会评选出的10家“2017
年度最美书店”中，成都的书店占据了
两席，分别为文轩BOOKS九方店、钟
书阁成都店。
每经影视记者 白芸 温梦华 北京报道

市民强劲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供给侧改革
让成都实体书店逆势扩张一派繁荣

书店之都·成都亮点

城市地标
品牌集聚度高 数量增多风格多元

在成都书店里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传播着天府文化魅力，
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成都国际影响力，让书香成
都一次次成为焦点。去年7月，在成都言几又IFS旗舰店举行的
2017亚洲书店论坛，汇集了10家亚洲知名书店，著名品牌营销
学研究者袁岳、著名作家阿来、知名设计师青山周平及各大实
体书店代表、出版社大咖、知名文化媒体主编等也齐聚成都。

9月，方所又主办了2017成都国际书店论坛，邀请了10家全
球深具代表性的书店以及17位业界杰出代表齐聚蓉城。接连举
办这样的国际书店盛会，凸现了成都实体书店的国际影响力。

方所、言几又、西西弗、Page one、钟书阁……据市文广新
局统计，全市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家影响力和区域性影响力的
品牌书店达100多家，品牌书店聚集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专销外国艺术杂志的无早书店、哲学书籍占比大的葆光书店、
专注人文书籍的求知书社……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不少独立书店等
待书友推门而入。此外，成都的24小时书店将达到3家，全国罕见。

如今成都的书店是
涵盖了阅读书籍、美学
生活、展览空间、文化讲
座等多重文化功能的文
化空间。

去年8月，新华文轩
推出了全新子品牌“文
轩BOOKS”在成都的
首家店——九方店：一
楼大厅里160平方米的
文化策展空间，既可进
行主题展览，也可进行
文化沙龙活动。

成都“高颜值”实体
书店——诧集·本屋主营
建筑类书籍,是全国首家
细分品类的复合型书店。
其设计出自著名建筑设
计师青山周平之手，独特
的建筑风格，让行人也忍
不住向里张望。在店里，
文创产品占比达30%以
上，这其中又有30%是书
店自己的原创产品。

转型升级
复合型经营 创新融合发展

实体书店作为文化的传递者，成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
香成都”的重要阵地。钟书阁针对儿童开展了系列儿童阅读及
动手体验活动，如小店员4小时体验、夜宿、绘本阅读、艺术家分
享会等。方所成都店开展的阅读活动，涵盖当代艺术、设计、建
筑、时尚、电影、音乐、文学、历史等领域，邀请国内外文化界的
名人开办讲座，目前已举办各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近300场。

文轩BOOKS仅元旦前后就相继邀请董卿、阿来、卢一萍、
裘山山、葛剑雄、流沙河、王迪等著名作家、学者。新华文轩相关
负责人称，今后的文轩BOOKS将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阵地。

书店之都·成都凭啥
发挥优势

打造文化生活新空间 开启全民阅读新景象

以书为媒
传播天府文化魅力 助力国际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