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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雨欣）
14日，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获悉，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含艺
术、体育类考生文化考试）报名分
为网上报名、网上缴费和现场确
认三个阶段。

网上报名时间：2018年10月
12日至17日；网上缴费时间：2018
年10月18日至21日。

现场确认时间：艺体类 2018
年10月22日至10月25日；普通类
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2日。

提醒考生注意：艺术体育类
考生在完成文考报名后，还应
于2018年11月1日9：00至11月4
日17：00登录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网站，按要求完成专业考试
网上报名。

2019年高考报名10月12日开始 艺体、普通类一起报

据人民网昨日报道，途家网
发布的《2018途家上半年民宿发
展报告》中，成都再度蝉联榜首，
成为“2018上半年国内最热目的
地”。在2017年和2018年的五一、
端午等假期中，成都都是国内爱
好者的首选。

在快节奏的生活下，城市居
民渴望在工作间隙，将身体放逐
在路上。而贴近生活、带有浓郁
当地特色的民俗短租房屋正受
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成都的“张弛有度”，自然
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很多选
择。去杜甫草堂或武侯祠领略
先贤风骨，去金沙遗址看古蜀
芳华，去人民公园喝盖碗茶，去
太古里打望，去住一间舒适安
逸的民宿。

感官舒适与空间美学兼具
的民宿已成为出行刚需，有人
甚至会为一间民宿，专程去到
一座城市。民宿不再是一个歇
脚地，一处休息空间，而是风
景，是烟火气，是城市的缩影。

要想了解成都，首先“住”
进成都。怎么住？住哪里？话筒
给你，你来推荐！

“YOU成都——寻找成都
最美民宿”活动即日起正式启
动，就找你最爱的那间房！

不管是在成都主城区，或
者更远点，到三圣花乡，到青城
山…… 只要够美，够舒服，够
别致，请将图片砸向我们！只要
内容保真，图片够美，就有机会
获得你心中最美民宿的入住体
验机会！

YOU成都先来一波，推荐
成都的五间民宿，让你遇见另
一种生活。 （李昀筱）

9月20日～24日，第十七
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将在
成都举行，地点设在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
中心和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
心，预计届时参展参观人次
将接近40万左右。为保障出
行，组委会制定了公共交通组
织方案。

公交方面，9月20日～9月
24日，将加密T1、T6路公交车
班次和缩短发车间隔。9月20
日~21日加密G90（地铁天府
五街站—火车南站综合交通

枢纽）早晚高峰发车班次，同
时早高峰收车时间由09:00延
时到12:00。9月20日～24日将
开行世纪城—西博城公交专
线车，往返于世纪城5号馆前
广场和西博城2号门。

地铁方面，将在西博城登
录大厅增设临时售票点，在地
铁1号线世纪城站、西博城站、
广州路站增加临时售票点。9
月21日～23日，1号线早高峰
将延续到10:30，晚高峰将提
前到15:00，增加上线列数。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到2022年，成都将建成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网络信息安全创新之城、产业之
城、服务之城、会展之城。

在2018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
幕之际，成都市正式宣告了自己在网络
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上的雄心壮志。记者
昨日从成都市政府网站获悉，成都市政
府办公厅9月10日签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网络信息安全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
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指出，成都将以打造“中国
网络信息安全之城”为目标，以构筑技
术创新、产业生态、服务应用三大优势
为重点，以建设人才高地、提升品牌效

应两个抓手为突破，加快建设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网络信息安全城市。

创新之城
积极布局量子保密通信等前沿技术

目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实
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国家和省级网络
信息安全创新载体达到50个，网络信息
安全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到4%。

为提高网络信息安全创新能力，
《意见》提出，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产品
突破，积极布局量子保密通信、区块链、
人工智能安全等前沿技术领域；推动重

大创新载体建设，鼓励领军企业在我市
布局研发机构，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
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
国家和省级创新载体；创建军民融合创
新示范区，推进中国电子和中国电科等
单位与我市深度合作等。

产业之城
产业规模将超过500亿元

目标：产业实力大幅提升。成都将引
进10家以上国内领军企业，培育3至5家
国内领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产业规模
超过500亿元。在通用芯片、密码、电磁防

护、大数据安全、工控安全、云计算安全、
安全服务等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形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意见》提出，要做强网络信息安全
产业优势。要做好产业规划布局，优化
产业布局，促进差异化错位协同发展，
争取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要
支持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双流
区分别以成都科学城、国家西部信息安
全产业园、中国电科网络信息安全产业
园等为主要载体，打造网络信息安全产
业主体聚集区与核心发展区，重点发展
自主可控、传统安全、安全服务和新兴
领域安全。 下转02版

第十七届西博会公共交通组织方案出炉

世纪城—西博城将开行专线车

成都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网络信息安全产业体系建设发展的意见》

成都将打造“中国网络信息安全之城”

一起寻找
成都最美
的那间房

成 都 蝉 联成 都 蝉 联““ 国 内 最 热 目 的 地国 内 最 热 目 的 地 ””榜 首榜 首

【青城书房】
坐落在青城山脚下的青城书

房是无数设计师朝圣的地方，它以
“亦耕亦读、自然乐活”为念，拥有8
间风格不一的别院，让旅客于清幽
静谧中体验到生活的本真。

地址：都江堰青城山镇大三路
267号青城山房别墅区

【亲家DearHome】
修建初衷是把孩子的世界还

给孩子，800平方米的院子被改造
成了由4栋主建、3个小院组成的精
美民宿，室内有儿童休息绘本室，

户外准备了游乐设施、帐篷、草垫，
给了孩子们一片广阔的玩耍天地。

地址：锦江区幸福联合一组
333号

【肯派陈静的家】
肯派非常丰富地诠释了一个

艺术工作者生活的环境。民宿里的
几个房间风格和布局都有着各自
的特点，又都具备一种独立、温馨
的自然气息。

地址：惠王陵东路北桃花源别墅

【炘宿】
这间民宿之前还有个亲切的昵

称，叫“白房子”。因为它从建筑外立
面到公共区域室内墙面与软装布置，
全部都被做成了白色。在这里，白色
不只是一种色彩，更是组合了材质触
感、嗅觉、情感的一种综合氛围。

地址：武侯区金雁路404号皇
家别墅竹苑B26

【厚斋·友竹居】
隐匿于洛带博客小镇，觅得一

厢宁静。以北欧极简风格为主调，
融合黑白灰加中国原木石材。一共
有5间客房，简单陈设中透着干净。
底楼小院中心是天井观月台，坐下
小憩，时间都是静止的。

地址：龙泉驿洛带古镇三峨街
999号

●参与方式：发送所推荐的“最美
民宿名称＋图片+简短体验/介绍”，至
邮 箱 youchengdu2018@sina.com ，或
直接将上述内容发送至YOU成都微
信公众号后台

●活动时间：即日起
●内容要求：位于成都的民宿均

可参赛。参与者所上传图片及文字描
述需为个人原创，不可侵犯第三人的
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到到20222022年年，，成都将建成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网络信息安全成都将建成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网络信息安全

创新之城创新之城、、产业之城产业之城、、服务之城服务之城、、会展之城会展之城

青城书房肯派陈静的家

炘宿

亲家DearHome

厚斋·友竹居 图片均据“YOU成都”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YOU
成都”微信公众
号，发送你所推荐
的最美民宿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日，宣讲督导、蹲点调
研、重点企业全覆盖走访专题
汇报会举行。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都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全面
落实年”为主线，担当“主干”
责任，充分运用好前期调研成
果，推动“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向广度延伸、向深
度拓展，助力成都加快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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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至8月，成都市深入推
进“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组织开展了省委市委全
会精神宣讲督导、蹲点调研、
重点企业全覆盖走访活动。期
间，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
同志牵头，组成了22个宣讲督
导组分赴各地宣讲，召开报告
会38场。市级领导干部、市级
部门班子成员及区（市）县领
导深入农村社区、城市社区、
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开展蹲点
调研，对规模以上企业全覆盖
走访，共提交蹲点调研报告
186份，走访企业11694家，梳
理收集问题1.2万余个，汇总
意见建议9400余条，现场解决
问题3000余个。

会上，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市法院、市检察院
领导同志，分别汇报了此次
活动开展有关情况。四川大
学的评估报告认为，此次活
动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

“参悟透、领会好，多调研、摸
实情，盯住抓、抓到底”的重
要指示和省委“求深、求实、
求细、求准、求效”的重大要
求，是一次社情民意的“大走
访”、发展难题的“大问诊”、
企业项目的“大促进”、干部
作风的“大提升”，达到了摸
清实情、联系群众、推动工
作、学习提能的效果。

听取大家发言后，范锐平
指出，此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的务实
之举，是解决现实问题矛盾的
有效之策。活动参与人员多、
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社
会反响好，呈现出对表对标站
位高、带头带动示范好、深入
基层接地气、精准精细有实
效、从严从实转作风等特点。
要系统梳理活动发现的问题，
充分运用好调研成果，对共性
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对个性问
题分工负责、限期解决，更好
地服务企业、服务市民、服务
社会，为全省加快构建“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
格局和形成“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贡
献成都力量。

范锐平指出，要精准分
析、理性判断当前宏观经济发

展带来的影响和成都发展面
临的实际困难问题，既要未雨
绸缪，处置于未然，牢牢把握
城市工作主动权、主导权，又
要看到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
署给成都带来的历史机遇以
及城市高质量发展出现的积
极变化，增强克难攻坚、砥砺
奋进的信心决心，保持定力、
借势借力、迎难而上、变中求
进，最大限度趋利避害，奋力
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
理、高品质服务新境界。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全会
精神，成都市制定出台了推进
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
设和高效能社会治理体系建
设“三大改革攻坚行动计划”。
此次会议专门印发了其项目
清单，以推动落地落实，更好
地满足成都经济社会长远发
展和现实需要。

范锐平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履职尽责，紧扣解难题
促发展，以“三大改革攻坚行
动计划”为突破口，坚持以“全
面落实年”为主线，加快推动
高质量发展。要围绕构建以先
进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和新经
济为支撑的“5+5+1”现代化
开放型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产
业功能区建设，加大“走出去”
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力度，全
力加快项目落地；要紧扣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建设，全面实施
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充分
发挥重大民生投资平台的引
领作用，统筹优质资源配置，
全面加快市政公共设施、重大
民生设施建设，加快公共服务
改革；要聚焦信访突出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聚访问
题加大协调推进力度，坚决打
好重大风险防控攻坚战，加快
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
区，创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营商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和保护建设。

范锐平强调，当前，“大学
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已转
入新阶段。要坚持问题导向、
发展导向、目标导向，坚持抓
常态促长效，把解决现实具
体问题与促进长远发展结合
起来，把推动政策落实与构
建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持续
将活动引向深入。要着眼服
务大局，在深化认识上用功
着力，多讲政策红利、时代机
遇，多讲城市战略、宏伟目
标，增强市民认同感；要着眼
成果运用，在建章立制上用
功着力，加快解决反映集中
的共性问题，总结推广基层
的好经验、好做法；要着眼攻
坚破难，在问题解决上用功
着力，举一反三、主动认领、
分类研究、逐一落实，确保企
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着眼惠
企利民，在优化政策上用功着
力，加强政策系统集成和实质
创新，根据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完善， 紧转02版

范锐平在宣讲督导蹲点调研重点企
业全覆盖走访专题汇报会上强调担当
“主干”责任，狠抓贯彻落实

用好调研成果惠民利企促发展
把“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引向深入

罗强唐川平李仲彬朱志宏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