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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
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
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
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
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
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二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
志的集中体现。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
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
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
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

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

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
争和根本成就，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
奋斗目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规定了社
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
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国
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

宪法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
确定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
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长期
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
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
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
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
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
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党中
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改
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
改的高度重视。

会议认为，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
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
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严格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充分发扬
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
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
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
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
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
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会议决定，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1月18日至19日召开

成都商报系新媒体
抱回五个全国大奖

新时代·融合再出发！
昨日下午，由北京大学

新媒体研究院主办、微博承
办的“微博·大观2017年度媒
体盛典”在北京国家会议中
心举行。数百家主流媒体单
位、新媒体领域专家齐聚，探
索媒体融合在新时代的创新
之道，探讨媒体微博商业化
道路，并共同见证“短视频健
康发展矩阵”的成立仪式。

成都商报新媒体系列产
品凭借持续的活跃度和影响
力，在这场大咖云集的盛会
上收获五重惊喜——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和@人民日报、@新华视
点、@央视新闻、@新华网、
@新京报等荣膺“最具影响
力媒体”！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和@人民日报、@央视新
闻、@澎湃新闻等荣膺
“2017年度十大最具公益影
响力媒体”！

成都商报旗下短视频品
牌“1视频”和@澎湃视频、@
新京报我们视频、@梨视频
等荣膺“最佳短视频先锋”！

成都商报旗下新闻品牌
@红星新闻和@侠客岛、@
央视新闻调查、@界面、@
南方周末等荣膺“最佳深度
报道媒体”！

成都商报的小伙伴@
每日经济新闻也和@央视
财经等荣膺“最具行业影响
力媒体”！

2009年9月，每日经济新闻正式
入驻新浪微博，是首批入驻微博的
主流媒体，也是传统媒体探索社交
传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目前，每日经济新闻已拥有
3030万微博粉丝，是名副其实的财
经第一大V，一路斩获诸多大奖：

2016年11月，荣获新浪微博官
方评出的“最具传播力媒体奖”；

2017年1月和12月，两次荣获新
浪财经颁发的“最具影响力财经新
媒体”奖。

每日经济新闻还与微博展开了
深入合作，共同打造国内第一财经
媒体MCN机构。

成都商报记者

去年年初以来，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重点发力短视频领域，并于下半年重点
打造了短视频品牌——“1视频”，仅半
年时间，已生产了1700条原创短视频，
单条最高播放量达2600万次。

其中，原创、突发的千万级别视频扎
堆，比如《为爱徒手爬楼！男友电话传来女
声 成都女子爬上5楼“抓”男友》（点击量
1357万）、《四川绵竹九龙灵官楼突发大
火！火势猛烈》（点击量1639万）、《“母女”
情深！4岁女孩喊外婆“妈妈”，背后隐藏着
一段痛心往事》（点击量1352万）……

多条爆款短视频新闻被@人民日
报、@环球时报、@中国新闻网等媒体
大V转载。“1视频”已成为成都商报多元
新媒体平台中的一张新名片。

2017年2月，定位全国、主打调查
新闻和深度报道的原创新媒体项目

“红星新闻”上线，随后多次在国际国
内大事中表现突出：

2017年3月，对金正男事件的持续
追踪引发轰动；5月《云南在押逃犯张林
苍被抓》一文在头条号平台阅读数达
970万；9月13日，独家采访褚时健身体
健康状况，微博24小时阅读数779万；
2018年1月3日，《北京林业大学9名女生
哈尔滨遇车祸 4死5伤》全国独家首发，
微博24小时阅读数860万+……

一系列独家原创报道引发广泛关
注，一时“红星”闪耀，震动业界。颇具
影响力的媒体公号纷纷发文研究“红
星现象”。

截至目前，@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有1032万活跃粉丝。2017年，在微博媒
体矩阵势力榜中，@成都商报官方微
博持续稳居全国纸媒微博前三名，仅
次于@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

过去一年，商报官博各方面数据
又创新高，最高单个话题阅读量破3
亿，日均阅读量超2000万，日均转发、
评论、点赞数超5万次，显示出强大的
活跃度和粉丝关注度。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最擅长挖掘
热点和制造热门话题，平均每周都有
3~5个话题进入热搜榜或热门话题

榜，并持续以“暖”“感动”“爱成都”等
关键词，在网民群体中形成自发性病
毒式扩散，强化了全国网友对成都的
正面印象，也让本地网络空间正能量
的回声越发强劲。

去年夏天，成都商报原创的《暖
心！成都一环卫工欲购最便宜冰饮 店
员谎称打折半价售出最大杯》暖文，经
官方微博制作话题推出后，引发4万多
名网友点赞，短视频播放量超1000万，
数千名网友留下积极暖心的留言。

商报微博同样关注民生。去年10
月，推出《“长照险”来了！瘫痪在床10

年的王婆婆照护有了保障》的视频新
闻，总流量超3000万。同月，天府大道上
的“中国-欧洲中心”揭开面纱，@成都
商报官方微博创新采用360度全景技
术，在微博推出炫酷全景图，阅读量达
239万次，网友们惊呼“好酷的操作”。

茂县山体高位滑坡、九寨沟地震
……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时，@成都商
报官方微博及时、客观、权威地报道前
方进展，更及时澄清不实信息，体现媒
体担当。比如九寨沟地震当晚，对部分
网络热转图片进行辟谣，随后被@新
华网等各大媒体微博账号转载。

大咖大咖
云集云集

商报新名片
多条原创短视频引爆网络

最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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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3030万
名副其实财经第一大V

春节临近，四川省发改委、成
都市发改革委昨日联合召开“规
范节日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
会”。成都商报记者在会上获悉，
围绕民生价格领域，成都市将加
大执法检查力度，重点监管、查处
6方面违法行为。其中，针对被市
民广泛诟病的机场、车站等地出
租车价格乱象，市发改委要求出
租车严格按计价器打表收费，如
有表外加收费用的，须提前公示
并告知，严禁收取未标明的费用
欺诈消费者。此外，节假日期间
12358 价格举报热线 24 小时畅
通，市民可随时举报。

在昨日会议现场，成都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还对经营活动中
可能出现或容易忽视的违法违规
价格行为进行了提醒告诫：经营
粮、油、肉、蛋、菜、奶、盐等产品批
发、零售、收购业务的企业(经营
者)，不得超出正常的储存数量或
者储存周期大量恶意囤积，保持

价格基本稳定。各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等零售企业和电子商务平
台应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
开展促销活动中，不得虚构原价、
虚假优惠折价，不得利用虚假或
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误导消
费。此外，旅游、交通等企业，严禁
乱涨价、乱收费。酒店、餐饮企业
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严禁标示
模糊、误导欺瞒、不履行价格承诺
等价格欺诈行为。出租车、城市公
交等服务行业不得随意涨价。医
疗机构、药店诊所等不得串通涨
价、操纵市场价格。

“针对机场、客运站等地出现
的违规行为，成都市出租汽车协
会已启动了为期半年的专项行
动，建立起‘黑名单’制度，凡有严
重违规行为被查处的出租汽车驾
驶员，将在一定期限内或终身被
行业禁入。”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节日期间，省市发改委联手严打6类价格违法行为

的哥若乱涨价 或被行业禁入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
慷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
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
时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也应当尊
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记者问，近日，万豪酒店集
团在其会员邮件和手机应用软件

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
家”。中国多个部门已采取措施并
立案调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想强调，香港、澳
门、台湾、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国际社会
的共识。”他表示，中方欢迎外国

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同时在华经
营的外国企业也应当尊重中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中国法律，
尊重中国人民民族感情。这也是
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兴业、
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循。

相关报道见04版

外交部：在华经营外国企业应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
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
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
全市上下要学习贯彻好此次会议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三个一
以贯之”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扑下
身子抓落实。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贯通历史和现实，纵论国际
和国内，剖析理论和现实，深刻阐
述了“三个一以贯之”的重大要
求，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理论家、战略家的坚定信念和
胸怀远见，对我们学懂弄通做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理解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进一步
增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定力，具有十
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
贯之”的重大要求。要坚定“四个
自信”，提高把握政治大局和政治
方向的能力；要保持革命精神，始
终以赶考的心态做好各项工作；
要以新思想统揽成都工作，在发
展理念、战略布局、城市实践上全
面对标新思想，加快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
之”的重大要求。要加强政治建设，
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狠抓思想建设，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要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高标准和守底
线相统一，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
一，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
选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要抓
住“关键少数”，贯彻落实好“五个
过硬”要求，把践行“三严三实”贯
穿于全部工作生活中，全面增强
领导能力和工作水平。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增强
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
之”的重大要求。要强化超前思
维、底线思维、战略思维，增强工
作预见性、系统性、创造性，重点
梳理各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制
定有针对性防范化解措施，打好
防范抵御风险主动战。

会议还听取了东进战略、市
属国企改革推进情况汇报，讨论
了《市委常委会2018年工作要点》

《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及经济
工作会重大决策部署责任分工方
案》《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党
的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和

《关于创新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
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意
见》，听取了《关于全市各领域基
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为全面
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委和市委各
项决策部署，市委决定将2018年
确定为“全面落实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牢记“三个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抓好贯彻落实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