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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委员兼外交
部长王毅3日在外交部中外媒体吹
风会上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
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会
见与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会见论坛理

事，并同与会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
这是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国家主席
第三次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本人和中国政
府对论坛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蒙古国总理呼

日勒苏赫、荷兰首相吕特、巴基斯
坦总理阿巴西、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将应
邀出席年会，其中奥地利总统、荷
兰首相、蒙古国总理、新加坡总
理、联合国秘书长还将访华。

王毅：习近平将应邀出席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并举行有关活动

昨日，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召开新闻通气会，成都商报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日起，市民在我省省
管高速公路上发现占用应急车道
等7类交通违法行为，可通过“四川
公安交警公共服务平台”APP实时
进行举报，交管部门后台对交通违
法举报进行核实，对当事人（车主）
进行处罚。同时，对举报市民进行2
元～10元/车不等的奖励，每月累
计奖励金额不超过100元。

这7类交通违法行为可举报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凡在我省省管高速
公路发现以下7类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举报人可使用手机通过“四
川公安交警公共服务平台”实时
举报。公安交管部门经过调查审
核后，5个工作日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对举报人予以奖励。

据介绍，举报非紧急情况下
占用应急车道的，奖励5元/车；举
报在高速公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的，奖励10元/车；举报在高速
公路上从事旅客运输超过额定乘
员载客的，奖励10元/车；举报在
高速公路上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成
功破获的，奖励10元/案；举报在
高速公路上故意遮挡、污损或者
未悬挂、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
牌的，奖励5元/车；举报公路客运
车辆在凌晨2时至5时运行的，奖
励5元/车；举报营运车辆在高速
公路违法停车的，奖励5元/车；举
报非营运车辆在高速公路违法停
车的，奖励2元/车。

多人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
只奖励第一顺序举报人，不重复
奖励；举报人举报同一机动车或
驾驶人同时存在符合奖励情形的
多项交通违法行为的，按照上述
标准逐项予以奖励，但累计奖励
金额不超过100元；同一举报人举
报多个交通违法行为的，每月累
计奖励金额不超过100元。

需提醒的是，除成都市管辖
范围内高速如成都绕城高速、成
彭高速、成灌高速、成温邛高速、
机场高速；绵阳市区内的绕城高

速、南充市区内的绕城高速，不在
此次有奖举报范围内之外，其他
如成南高速、成绵高速、成自泸高
速等省管高速公路均可举报。

接受图片、视频“实时举报”

“市民可通过图片、视频资料
‘实时举报’。”据该负责人介绍，
举报交通违法的图片、视频必须
是合法获取的原始资料，不能进
行编辑或改动；拍摄图片、视频
时，要求清晰、准确、完整记录交
通违法的时间、地点、明显的交通
标志标线、车辆类型、号牌、外观
特征以及违法行为全过程；图片
不少于3张，视频必须连续完整，
视频长度一般不超过20秒；公众
必须实名举报，留下真实的联系
方式，并配合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和视频下载工作；公安交管部门
将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驾驶人行车时不允许举报

需提醒的是，平台可以自动对
违法地点、时间进行定位，因此，举
报人在发现违法后，只能实时举
报，事后在其他地方上传举报暂时
不予支持。“驾驶人在行车时不允
许进行举报，建议由乘车人操作。”

同时，举报者不得采取违法
行为或危险方法收集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证据；举报人违法收集
证据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同时，在收集和固定证据过
程中，应当确保行车安全；举报
人不得故意虚构事实恶意举报。
相关情况可以通过拨打省公安
厅 交 通 警 察 总 队 值 班 电 话
028-87595959进行咨询。
李轶寒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省管高速路上发现7类交通违法行为

今起市民举报有奖
可通过“四川公安交警公共服务平台”APP实时举报

推进平台企业发展，成都出台支持政策

首次被评世界500强
一次性奖励2000万

首先，《意见》提出，将促进初
创型平台企业加快发展。

在这一方面，成都将对开展平
台功能完善升级的企业，按照研发
实际投入的30%，择优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对开展产品和品牌市场营销
推广的企业，按照营销推广实际投
入的30%，择优给予最高100万元
的补助。

对获得私募股权投资、创业投
资机构投资的企业，按照年度实际
到位投资额的8%，择优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奖励。对新进入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企业，给予
最高50万元的补助。

而在促进成长型平台企业提
升发展方面，成都支持企业拓展国
内市场。对在省外开设线下体验店

的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房租费、
装修费、运营推广费（人工成本除
外）的30%，择优给予最高200万元
的一次性补助。但企业必须满足在
3个及以上的省份建设5个及以上
线下体验店。

对于在省内开设线下体验
店的企业，按照实际投入的房租
费、装修费、运营推广费（人工成
本除外）的30%，择优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但企业
必须满足建设10个及以上线下
体验店。

《意见》还支持企业积极参展
参会。对参加省外国内市级以上
（含市级）商务主管部门举办的展
会活动的企业，按照展位费、装修
费实际投入的50%，择优给予最高
50万元的补助等。

《意见》还提出，将促进规模型
平台企业壮大发展。

记者了解到，为了支持企业
做大做强，成都对首次被评为世
界500强的企业，将给予一次性
2000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为中
国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1000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为民
营企业500强、服务业500强和新
经济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
300万元奖励。

对在境内外主要证券市场首
发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最高500
万元奖励。对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
所市场发债融资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奖励。

而为了支持企业国际化发
展，《意见》还提出，对开设海外仓
及线下体验店的企业，按照实际
投入的50%，给予最高200万元的
补助；对参加境外知名的展销会、
投资推介会的企业，分别给予最
高50万元/次、100万元/次的补
助，等等。

《意见》还支持企业共享专业
服务。对开放共享人才智力、实验
平台、科研成果、专业设备等创新
资源与生产能力，面向企业提供物
流仓储、研发设计、测试验证、行业
资讯、人才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的企
业，将按照服务收入的5%，给予最
高200万元的奖励。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首评世界500强
一次奖2000万元

《意见》还提出，促进平台企业
创新发展。

在这一方面，成都将支持企业
技术创新，对在蓉企业与高校院所
共建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开
展科技成果工程化研究开发的企
业，最高给予50万元补贴。支持企
业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
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制造业
创新中心，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

还将支持企业标准化建设。对
获得中国质量奖、天府质量奖和成
都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中
国质量提名奖、天府质量提名奖和
成都市市长质量提名奖的企业，给
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促进平台企业集聚发展方
面，成都支持引进大型平台企业。
对新迁入的成长型平台企业，给予
800万元的一次性落户奖励；对规
模型平台企业、成长型平台企业新
设立的功能总部，分别给予500万

元、3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意见》还提出支持企业入驻

重点园区。对入驻成都市重点产业
园（集聚区）且租用超甲级、甲级商
务写字楼自用的新引进的平台企
业，自落户之日起连续3年给予租
金补助，第1年补助年度租金的
50%，第2年补助年度租金的30%，
第3年补助年度租金的20%，每年
补助金额最高300万元。

《意见》还提出将促进专业服
务体系建设。

对企业搭建人才交流服务平
台、信息资源交互服务平台、行业
公共服务平台，都将按照企业对其
年度实际投入的50%，给予最高
200万元的补助，连续补贴三年，三
年后按照年度服务收入的5%，给
予最高200万元的奖励。

记者了解到，《意见》3月20日
印发，印发30天后实施，有效期至
2022年12月31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记者 庄灵辉

促进企业集聚发展
对新迁入的成长型平台企业
给予800万元落户奖励

■对于成都本土的平台企业，一大波的奖金、补贴福利即
将到来！

■为加快推进平台企业的发展，近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培育平台企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
炉并在成都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意见》的支持对象，是纳
入成都市平台企业库的示范平台企业。

■记者了解到，《意见》从促进初创型平台企业加快发展；促
进成长型平台企业提升发展；促进规模型平台企业壮大发展等
六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培育平台企业的鼓励措施及奖补措施。

■其中，为了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成都还将对首次被评为
世界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00万元奖励；对首次被评为
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奖励。

支持企业拓展市场
省外开线下体验店
最高补助200万元

制图 李开红

让更多人知道
这条奖励信息，请
扫码分享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4月2日至3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范锐平调研我市国资国企改
革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聚焦降负债、降成本、提效
益、提能力“两降两提”，强化责
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创新意识，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助推城
市高质量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川平，
市政协主席李仲彬，市委副书记
朱志宏出席专题会。

国企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
力量，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
支柱和依靠力量，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主力军。去年8月，我市启
动国资国企改革，着力优化国有
资本布局，推进市场化转型，全力
推动“两降两提”，完善监管体系
和加强党的建设。目前，改革工作
平稳有序推进，战略重组成效渐
显，发展目标更加清晰，团队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2日，范锐平来到成都产业集
团、成都银行、成都文旅集团、市
公交集团、成都城投集团、成都商
物投集团、成都环境集团、锦泰保
险公司、成都兴城集团、成都交投
集团10家市属国企调研考察。每
到一处，他与企业经营管理团队
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发
展、深化改革等情况，就进一步推
进转型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等
提出具体要求。

在3日召开的专题会上，市国

资委和13家市属国企汇报了深化
改革推进情况。听完汇报后，范锐
平指出，当前，我市国资国企改革
已初见成效，但仍然任重道远。要
以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在提高企业战略执行能力、核
心竞争力、国资运营效率、经营者
和职工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聚
焦六个维度进一步深化改革。

一要解放思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作出
的系列重要指示和讲话精神，统
一思想、深化认识，坚持“三个有
利于”的价值判断，紧扣市委战
略布局、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主
动担当、锐意改革。要打破惯性
思维、惰性思维，在发展理念、管
理体系、激励机制、战略取向、文
化建设等方面，向行业领军企业
对标看齐。要适应全球化信息化
时代特征和动能再造、核心竞争
力再造发展要求，通过深化改革
实现自我超越。

二要坚定转型。要推动市属
国企由投融资平台型向专业化公
众型、由行政化管理向现代化治
理、由区域性向全球化、由单一管
理体系向混合型管理体系转型。
要加快横向专业化重组和纵向压
缩层级，形成一级资本运营平台、
二级投资经营平台、三级专业化
公司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要加
快功能性公益性资产货币化股权
化，壮大国企资产规模，提高市场
议价能力和信用评级；要加快专
业化公司混改、上市，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 紧转02版

聚焦“两降两提”防风险促改革
打造助推高质量发展“生力军”
范锐平调研国资国企改革并主持召开专题会

唐川平李仲彬朱志宏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