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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经国家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友谊勋章”将于6月8日首次颁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家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授予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
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
杰出贡献的外国人，为国家最高荣

誉。设立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
谊勋章”，旨在通过树立中外友谊
典范，向世界传递友谊和平、公平
正义等基本理念，增进世界对中国
的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章
体以金色、蓝色为主色调，采用和平
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
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花、玉璧、兰

草等元素，整体采用花丝镶嵌、掐丝
珐琅等传统工艺手工制作。设计制
作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好团
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同繁
荣发展。

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颁授首枚中华
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中央电视
台将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

成都市气象台昨发布暴雨蓝色预
警：预计7日20时到8日20时有一次明显
的降雨天气过程。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可
别忘带雨具哟。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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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雨及芒种，
四野皆插秧。”正值
芒种节气，用这样
一句古诗形容成都
对外开放新气象，
再合适不过。

6月2日对外开放大会的召
开，完成了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城市的总体战略布
局，确定了成都新一轮开放的任
务书和路线图。紧接着，6月4日至
6日，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亲自率队在上海开展的投资促
进交流活动，则可谓打响了全面
落实这一任务书和路线图的第一
枪。至此，从理念，到方略，再到实
操，成都新一轮对外开放“姿势”
得以完整体现、立体呈现。

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四十年，
在成都城市整体转型的关键阶
段，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牛鼻
子”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成都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新开放观下
营造的开放新局面，为成都城市
发展，为成都人安逸生活，释放了
巨大红利。从17家外国领事机构
到281家世界500强，从蓉欧快铁
拉来的“万国超市”到106条密布
空中的“飞的”线路，可以说，开放
的意义和内涵，早已经渗透到成
都城市的每一个细胞之中。

置身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作为
全国首个明确以新发展理念作为
城市发展指导思想的城市，作为使
命重大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在新
一轮开放中如何带头开放、带动开
放，其意义，早已超出成都，超出西
部。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下，必须贯彻新发展理
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
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开放的经济体
系，因而，成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
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
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幅蓝图，别样精彩：成都的
新一轮开放，是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
促共进、相映生辉的宏大进程中，

去抢抓机遇，去借
势借力，去以开放
促合作、求共赢；是
高水平规划建设西
部国际门户枢纽，

去抢占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节点
位置，从而全面提升成都在全国
开放新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是加
快建设“一带一路”开放高地，不
仅带头引领中西部地区进入国际
经济大循环，更全力打开向西和
向南开放新局面，在空间结构上
推动形成开放新格局；是构建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开
放型经济体系，用高质量开放带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对标世界
先进城市，蹄疾步稳建设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化公园城市，让成
都“生活城市”美名更响，让成都
的“安逸”更具国际范儿。

待得秋来，如何听取蛙声一
片？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一个“干”
字。说到底，成都生活的“慢”品质，
从来得益于成都人的实干、快干、
加油干。但这个“干”，不是蛮干，乱
干，而是在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能力
基础上的会干，善干。这次市委开
展的上海投资促进交流活动，就提
供了一个极好参照：从参与企业的
精准选择，再到双方的合作方向、
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其间，既有对
城市生产生活配套的全面把握，更
有对城市发展方向的坚定不移，一
个逻辑非常清晰，就是始终围绕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去招商引资、去
搞好项目建设，在着眼世界大势、
服务全国大局中去谋划成都发展。
从这个意义而言，对外开放大会之
后市委的迅即行动、带头行动，不
仅体现了速度，也体现了作风；不
仅是实践，更是示范。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
发，勇进者胜。只有在新一轮开放
浪潮中勇立潮头，才能真正让成
都成为新一轮西部开放的机遇之
城、“一带一路”建设的幸运之都，
才能为成都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
个“开放红利期”，让成都与世界
共享开放红利。走出花田，往右一看，楠木林

大瀑布的牌匾十分抢眼。路边卖水
的阿姨热情地告诉记者，往里走，
不仅有河边茶室还有绿道、瀑布，

“露营、烧烤，那都是很安逸的。”

一路前行，穿过绿色小长廊，
就听到了潺潺流水声。河边茶室
里，客人们在喝茶纳凉，主人忙完
了，跟客人坐到一桌，闲聊起来。

乡村振兴给村民们带来了衣
食住行的变化，苏永全告诉记者，
如今光是村里的汽车都有300余
台。而最大的变化，还是大家思维
的转变，“乡村振兴转变了我们对
土地的依赖性。”

再往里走，楠木林大瀑布就在
前方。“坐在旁边，能感觉到飞溅出
来的水花，凉飕飕的，夏天过来很

舒服。”一位游客告诉记者。
沿河而建的绿道两侧，一些传

统林盘星落其间，苏永全介绍，对林
盘完成了保护性修缮后，未来还将发
展林盘观光。“结合乡村旅游，引入生
态田园火锅和特色民宿，到时候，就
是推窗见日出、夜半枕水眠了。”

如今，战旗村和金星村、横山村、
火花村、西北村等五村连片打造泛战
旗景区。目前，郫都区已完成战旗村
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花样
战旗乡村旅游总体规划》已通过专家
初评。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今日首次颁授

授予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杰
出贡献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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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了乡愁
成就了事业

“妈妈农庄”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入夏，郫都战旗村“妈妈农庄”成片的薰衣草给整个村庄带来
了紫色的浪漫。前来游玩的张女士随手一拍，发了朋友圈，不仅收
获了近60个赞，还有人问她是不是在普罗旺斯。一边游玩，一边忙
着回朋友圈的她恨不得为朋友们来一场直播。她告诉朋友，图片
都不够反映这里的美，她感慨“真羡慕住在这里的人，每天生活在
美景里。”

这样的情景在“妈妈农庄”董事长助理苏永全看来已是家常
便饭。22岁开始先后到深圳、成都打工，离家十四载后，2007年，他
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战旗村，参与“妈妈农庄”的创业，这一扎
根就是十来年。这十来年里，他见证了“妈妈农庄”从规划图变为
实景图，见证了成千上万游客沉醉在紫色花海，也见证了村民们
生活的转变。

从 战 旗 村 村 口 一 路 往 里
走，记者碰到了不少游客，看得
出来，这个春节后接待了30万
游客的村子，依然有着强大的
吸引力。往里不过百余米，右手
边就是映入眼帘的花海。

记者看到，其实这片花海不
仅有薰衣草，还有马鞭草等种
类。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要数
紫色花海，一波接一波拍照的游
客络绎不绝。“最近天气好，这个
照片跟在国外拍的一样，简直不
用修图就可以发朋友圈了。”来
自新津的张阿姨看到同伴给自
己拍的照片，不停称赞。

除了拍照，也有不少游客选
择租上一辆自行车在花田外的
主道上慢慢骑行，“空气里都是
花香，要慢慢骑，大口呼吸，太爽
了，来这一趟值了。”从龙泉赶过
来的年轻姑娘王小姐对这里也
分外满意。

“妈妈农庄”董事长助理苏永全
欣慰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他曾于1993
年到深圳打工，后来回成都发展。
2007年，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在

电话里与之分享了“妈妈农庄”的规
划，让其回家参与创业。2009年，苏永
全开始参与前期筹备，3年后，“妈妈
农庄”正式与大家见面了。据他介绍，
2013年，“妈妈农庄”格外火热，薰衣
草田吸引了很多游客来此游玩。

如今，“妈妈农庄”每年依然要
投入上百万元对花田进行打造。

“‘妈妈农庄’是四川第一家规模化
的薰衣草基地，也填补了四川花卉
生态旅游的空白，因此，我们肯定
要持续加大力度来打造，维护这块

牌子。”苏永全说。
两年前，“妈妈农庄”开始转

型，建成了以会议、婚庆、培训为主
的基地。不过，在苏永全看来，不管
转不转型，在“妈妈农庄”工作的村
民幸福指数都很高。“‘妈妈农庄’
70%的员工是本地人，不仅收入上
能得到保证，每天都可以逛逛花
海、走走绿道，生活很幸福。”

一位正在采摘蔬菜的阿姨告
诉记者，以前总想出门旅游，如今每
天都在景区，“这种生活很满足！”

大口呼吸花香
拍照不用修图
游客:来这一趟值了

花田

收入得到保证
工作就在景区
村民：幸福指数很高

农庄

建设沿河绿道
发展林盘观光
五村连片打造泛战旗景区

乡村

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考生们请带好雨具

在新一轮开放浪潮中奋楫勇进
□成都商报首席评论员 刘琴

语文名师解析今年四川高考作文

改革开放三部曲
“立德树人，引导学生有大格局”03～04

村民们采摘“妈妈农庄”种植
的新鲜蔬菜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游客在“妈妈农庄”的花田中骑行游玩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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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
纽，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开放高
地！上周末，成都刚刚召开大会宣
示了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扩大对外
开放的决心；本周一至周三，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就率队赶
赴上海开展投资促进交流活动。

3天时间，8场会谈。记者梳理
发现，此次拜会的，全是外资外经
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双方交流碰
撞的焦点，就是如何发挥各自优
势，在合作共赢中帮助成都提升对
外开放能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系，服务好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宜居宜业孕育“开放引力”

西门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
业，也是此次活动拜会的第一家
企业。这两年，公司加快在蓉布局
的脚步，其成都基地已成为德国
工业4.0在中国的一张名片。

谈及布局成都，西门子医疗大
中华区副总裁浦峥嵘直言不讳，职
工流失率高，是让大多数高科技企
业最头疼的事，而成都很好地解决
了这一问题。他们和英特尔等同行
交流，大家普遍反映，成都生活舒
适，职工忠诚度高。“成都，就是一
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与西门子一样，此次拜会的
企业，大多已在成都布局。在他们
眼中，历史文化厚重、生活理念先

进、气候环境温润、人才资源富
集、生活成本较低、职工忠诚度
高，既是选择成都的重要原因，也
是成都在新一轮扩大开放中最有
竞争力的城市特质。

这样的观点，在法国埃顿集
团得到了印证。这是一家提供专
业化外包服务的法国独资企业公
司。能否给新经济企业提供国际
化专业服务？能否为服务业提供
智能化解决方案？能否共同打造
国际化社区？交流中，双方碰撞出
了火花，董事长博龙颇为激动。他
说：“20多年前，因为相信，我选择
了中国；而今天，我更加相信！我
看好开放的成都，也愿意帮助引
入更多的国际企业。”

构筑战略通道提升开放能力

除围绕前期确定的合作项目
交换意见外，这次活动有一个更
为重要的目的——探讨围绕成都
构筑战略通道，在合作共赢中提
升对外开放能力。

中欧班列是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成都开行

“蓉欧快铁”达1012列，占中欧班
列近四分之一。短短几年数量猛
增，关键在于成都实现了“蓉欧快
铁”从通道功能到枢纽功能的转
变——联通了欧洲16座城市和中
国14座城市。 紧转02版

对外开放大会后，范锐平率队赴沪
开展投资促进活动释放啥信号？

用好外资外经促开放能力和经济体系建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
专题学习全国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

通知》精神，研究审议2018年市
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计划等
议题。

会议指出，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是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优化营商环境、增强群众获得
感的重要举措。 下转02版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