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月23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
近平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
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
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要落

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
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
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
审必严、严肃问责，紧转02版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7677175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邮发代号 61-604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广告部86787449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多云 18℃～26℃ 北风1～2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383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章夫

2018年5月24日 星期四
农历戊戌年四月初十

吉利学院
预计明年招生 培养赛车专业人才

记者了解到，吉利学院总投资额约50亿
元，预计2019年实现招生，力争2023年在校生达
2.5万人。“我们将和中汽联一起成立赛车学院，
专门培养赛车管理人员和专业赛车手，充分展
现赛车文化和成都的体育精神。”铭泰集团总裁
王志方介绍道。

据介绍，北京吉利学院将整体搬迁至成
都。未来，这所高校将是一所现代化、国际化的
大学，将为成都乃至西部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可持续发展提供又一个人才培养高地。

吉利铭泰汽车科技文化世界
赛车主题的大型科技娱乐体验中心

除学校外，吉利铭泰汽车科技文化世界

和吉利铭泰国际赛道也将在今年年底启动，
预计将于2022年初具规模。

据王志方介绍，吉利铭泰汽车科技文化
世界主要以汽车现在与未来、汽车技术、汽车
文化为特色，是国内首个以赛车为主题的大
型科技娱乐体验中心，未来这里会呈现很多
科技含量高的内容，比如科技蜡像馆、科技露
营地等。

吉利铭泰国际赛道
除了承接比赛 还提供飞行汽车等体验

吉利铭泰国际赛道将被打造成包含大型
场地赛道、美式椭圆赛道、汽车越野赛道的国
际赛道。王志方表示，在赛道的建设上会更加
娱乐化、科技化。“未来会有汽车表演，还有具
备高科技含量的飞行汽车的体验等。”此外，该
项目还包含主题酒店、商业服务等配套设施。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重要作用

未来去简州新城未来去简州新城
体验国际汽车文化体验国际汽车文化

/ 项目聚焦·吉利成都铭泰方程时空港 /

吉利成都铭泰方程时空港项目开工
范锐平罗强万和平李书福朱志宏出席简州新城第二季度重大项目开工仪式

李书福透露，该项目从洽谈到签
约仅用28天，从签约到动工仅用8个月
时间，十分高效。

自2007年吉利集团的整车制造项
目落户成都，到2018年吉利成都铭泰方
程时空港项目入驻简州新城，已累计实
现在蓉投资超过600亿元。除了汽车整
车、发动机及零部件、电动车及其上下
游产业链，精准扶贫等公益项目也取得
了有序发展。

李书福认为，成都是享誉世界的经

济文化名城，有着“中国十大品质休闲
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等诸多
美誉，位居中国“新一线城市”首位。尤
其是“东进”战略提出后，开启了成都城
市格局的千年之变，全球瞩目，也给企
业带来了无限发展机遇。“我们倍感振
奋，乘‘东进’之势，将吉利集团最优质
的前瞻性项目布局简州新城。同时，我
也愿意当好‘东进’的代言人，呼吁企业
家们积极投身‘东进’、参与简州新城建
设。”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孙晨钟

从洽谈到签约仅用28天
李书福：愿当好“东进”代言人

▲吉利成都铭泰
方程时空港项目
效果图

吉利新能源整车及泛欧亚零部件基地项目落户成都
彭清华会见李书福一行并见证投资合作协议签署，范锐平罗强王兴贵出席协议签署仪式

吉利成都铭泰方程时空港项吉利成都铭泰方程时空港项
目投资目投资上百亿上百亿，，主要包含吉利学院主要包含吉利学院
（（含北大西部研究院含北大西部研究院）、）、吉利铭泰汽吉利铭泰汽
车科技文化世界车科技文化世界、、吉利铭泰国际赛吉利铭泰国际赛
道等子项目道等子项目，，将建成集教育将建成集教育、、汽车文汽车文
化化、、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城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项目建成后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年产值7373亿元亿元，，间接拉间接拉
动经济动经济350350亿元亿元，，就业就业人数人数33万人万人。。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表示表示，“，“我坚信我坚信，，这些项目一定能够这些项目一定能够
为简州新城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重要为简州新城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重要
的汽车文化基地的汽车文化基地，，推进成都文商旅推进成都文商旅
体融合发展体融合发展，，提高成都国际知名度提高成都国际知名度，，
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旅游名旅游名
城城、、赛事名城做出应有的赛事名城做出应有的贡献贡献。”。”

吉利两大项目
助力成都“东进”

开 建 吉 利 学 院开 建 吉 利 学 院 打 造 一 流 赛 道打 造 一 流 赛 道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我市实施“东进”战略又有“大
动作”——吉利成都铭泰方程时空
港项目暨简州新城2018年第二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20个项目总投
资达371.2亿元。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市委
副书记、市长罗强，国际汽车联合会副
主席万和平，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
福，市委副书记朱志宏出席开工仪式。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我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城市，将实施“东进”战
略作为推动城市发展格局调整的一
项重大战略部署。

当前，我市正按照四川省“项目
年”和成都市“全面落实年”安排部
署，坚持把抓项目、促投资作为巩固
经济稳中向好重要抓手，凝心聚力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好项目，启
动建设了一大批重大节点性、骨架
性、功能性项目。

此次集中开工的20个项目，位

于“东进”区域主战场。其中，吉利成
都铭泰方程时空港项目，总投资约
150亿元，是一个集教育、汽车文化、
城市功能配套于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开工仪式前，范锐平与李书福
进行了交流，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
合作、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
等交换了意见。

罗强在致辞中说，作为布局成
都的重大战略举措，方程时空港项
目开工凸显了吉利集团参与成都

“东进”的战略眼光，为成都国际赛

事、汽车教育、汽车文化产业增添了
新的着力点。此次开工的20个项目，
将为“东进”区域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新优
势、增添新动能。我市将倾力打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为
企业在蓉发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政务服务，也希望项目建设各方精
心组织、科学施工、确保安全，助推

“东进”区域加快发展。
李书福在致辞中说，成都市委

提出“东进”战略，开启了成都城市

格局“千年之变”，全球瞩目，给企业
带来了无限发展机遇。集团将把最
优质的前瞻性项目布局简州新城，
积极参与“东进”、助力“东进”。今天
开工的项目，将推进成都文商旅体
融合发展，提高成都国际知名度，为
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旅游名城、
赛事名城作出应有贡献。他愿意当
好“东进”代言人，希望更多企业家
投身“东进”、参与简州新城建设。

市领导苟正礼、范毅出席开工
仪式。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召
开市政府与市级群团组织第三次联席
会议，要求全市政府系统大力支持和
保障群团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希望
各群团组织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做好群
团工作的重要意义，发挥党和政府密
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创新群
众工作思路和方式方法，在推动新经
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自身优
势，携手积极作为，不断提升服务群众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罗强对近年来市级群团组织所
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
强调，各群团组织要坚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群团改
革和群团工作决策部署，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创新理念、真抓实干，为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把准方向，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确保群团组织各项工作沿着
正确道路向前推进；围绕中心，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和推动工人、青
年、妇女等在我市生态环境改善、新
经济发展、创新创业、乡村振兴、社会
治理、科学知识普及、绿色低碳出行、
垃圾分类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倡树
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社会风尚，推
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美丽成都浓厚
氛围；积极作为，着眼“突出发展民生
事业”等重点任务，加强对农村留守
儿童、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关爱
服务，做细做实服务群众各项工作，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全市政府系统要
强化保障，切实解决好群团工作中的
困难和问题，加大支持力度，加强舆
论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群
团事业发展，为群团改革纵深推进提
供支持。

会上，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侨联、市残联等群团组织就职
工技能培训、关爱留守儿童、女性创
新创业、海归蓉漂创业、助残手语服
务等提出下一步工作重点和建议。会
议还听取了市政府与市级群团组织
2017年联席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
汇报和今年有关议题汇报。

市领导吴凯、刘筱柳，市政府秘
书长周先毅参加会议。

创新工作思路 携手积极作为
不断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能力水平

市政府与市级群团组织举行
第三次联席会议 罗强主持并讲话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5 月 23 日下午，成都市

与吉利控股集团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标志着吉利新能源整车及泛
欧亚零部件基地正式落户成都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委书记彭清
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出席投资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并共

同见证协议签署。
签署仪式前，彭清华会见了

李书福一行。彭清华对吉利控股
集团在川落户新项目表示欢迎，
希望吉利控股集团立足与四川合
作的良好基础，加大在川投资布
局力度，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

条，带动我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做大做强，为推动四川经济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签署仪式上，成都经开区负
责人与吉利控股集团资深副总裁
俞学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投资协
议。根据协议，吉利控股集团将在
成都投资布局新能源整车研制、

零部件配套生产及移动出行服务
等系列重大项目。这批项目的成
功落地，将有力助推吉利控股集
团在成都打造“百万辆整车生产
平台”和“泛欧亚地区零部件基地
产业园”，助推集团在蓉汽车全产
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范锐平、罗强，吉利铭泰集团

董事长王兴贵出席投资合作协议
签署仪式。

据悉，投资合作协议签署当
天，成都市与吉利控股集团合作
共建的包含汽车专业人才教育、
重大汽车国际赛事等内容的吉利
成都铭泰方程时空港项目，在成
都市简州新城破土动工。

昨日，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清华大
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
联合主办的“2018全国两化融合深度
行（四川站）暨首届工业大数据峰会”
在成都举行。

会上，四川省工业大数据创新
中心正式揭牌。这一创新中心，将力
争三年内冲击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
心，为四川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增
添动力。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四川省工
业大数据创新中心是由北京工业
大数据中心、积微物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和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四方
作为股东单位共同发起。将依托清
华大学软件学院和清华大学大数
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相
关技术和产品，为四川省制造业领
域的企业提供服务，实现产业对接
和技术转化。

“主要目标是要打通一条新型的
产学研用创新链条”，该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该创新中心已完成
钢铁钒钛、能源装备、石油化工、清洁
能源和机械装备制造五个大数据分
中心的建设，将为这五个领域企业提
供产业化的服务。

会上，四川省工业大数据创新中
心还与腾讯签约，同腾讯云建立了战
略合作关系。“腾讯在互联网技术方
面优势明显”，该负责人表示，双方的
合作，将优势互补，既对已有平台进
行迭代升级，又将深化互联网大数据
对工业的深度融合。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四川省工业大数据
创新中心揭牌
将集结清华团队智慧
服务四川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