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8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
普遍期待着中美关系继续沿着正
确的方向向前发展。我和特朗普
总统约定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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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会期间会晤，双方可以就共同关
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强调，中美双方对彼
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涉华消
极声音增多，值得关注。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仍然致力于发
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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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澳合作周·走进香港”
经贸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

力邀世界，
“成都见”
□
“川港澳活动周”
报道组评论员 刘琴

董建华出席 林郑月娥彭清华王志民致辞 黄柳权谢锋谭本宏出席

四川日报网消息 11月8日，
“川港澳合作周·走进香港”经贸
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次论坛
是四川代表团在香港举办的一
场重要活动，旨在落实川港合作
会议机制，进一步宣传四川推介
四川，增进香港各方面对四川的
了解，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全
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出席论坛。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香
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出席论坛
并分别致辞。国务院港澳办副主
任黄柳权、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
公署特派员谢锋、驻港部队司令

员谭本宏出席论坛。香港政商界
知名人士以及工商界、专业界代
表，共计500多人参加论坛。
林郑月娥在致辞中表示，香
港是四川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
是四川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过
去一年，川港合作可以说取得了
空前的进展。今年5月，在中央政
府的支持和双方的努力下，川港
合作会议机制正式建立，双方同
意在“一带一路”建设及经贸、文
化创意产业、创新科技、金融、青
年发展、机场及铁路管理建设等
11个领域加强合作，为川港合作
注入了新的动力。香港与四川同

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参与
者 ，在 国 家 大 战 略 和 区 域 发 展
合作框架下，可以优势互补、发
挥 所 长 。今 年 是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香港不仅是贡献者也是受益
者，香港特区将一如既往发挥所
长、服务国家、实现共赢。希望川
港可以更紧密合作，推动两地企
业联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
船出海、共拓商机。我相信川港
合作在两地的全情投入和企业
的 积 极 互 动 下 ，一 定 会 不 断 提
升 ，为 川 港 两 地 人 民 带 来 更 好
的未来。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

省政府感谢国务院港澳办、香港
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外交部
驻港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以及
香港各界同胞长期以来对四川
发展的关心支持。彭清华说，四
川与香港虽然相距千里，但是有
着特殊的联系。首先，四川是我
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 一国两
制”伟大构想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邓小平的家乡。小平同志受到了
香港人民衷心敬仰和爱戴，这种
感情已转化成为了香港同胞对
四川人民的深厚感情。第二，中
央政府赠送香港的两对大熊猫
都来自四川，已成为川港两地人

民友谊的一条特殊纽带。第三，
香港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四
川发生汶川特大地震的危急时
刻伸出援手，慷慨相助，为夺取
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胜
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骨肉
同胞的无疆大爱。
“我准备用三九大、四五六、
铁公机、1+3这四组关键词来向
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四川，希望能
让大家对四川有一个初步印
象。”彭清华在致辞中现场向与
会嘉宾推介四川，娓娓道来、生
动风趣、故事精彩，全场掌声笑
声不断。紧转02版

范锐平在“川港澳合作周”四川构建陆海联运通道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推介会上作推介

共建陆海新通道 共享开放新机遇
携手打造面向
“一带一路”
国际门户枢纽
本报香港电（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7日，作为“川港澳合作周”
的首场活动，
“共建川港物流新通
道共享合作发展新机遇—四川构
建陆海联运通道打造西部国际门
户枢纽推介会”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举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
书记范锐平作推介发言，希望双
方共建陆海新通道、共享开放新
机遇，携手打造面向“一带一路”
国际门户枢纽。
范锐平在推介中说，今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强

调，成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要推
动内陆和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
放，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
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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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求 成 都 担 当“ 主 干 ”责
任 ，代 表 四 川 参 与 全 球 合 作 竞
争。成都坚定贯彻、主动担当，确
立了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的
战略目标。

范锐平说，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开放进
行到底。当前成都正以全球视野
谋划国际战略通道建设，加快构
建空中丝绸之路大走廊，布局通
达国际航空枢纽的14条全货机航
线、通达全球区域经济中心的48
条精品商务航线、通达世界主要
旅游目的地的30条文旅航线；加
快构建西部陆海联运新通道，打
造7条国际铁路通道和5条国际铁
海联运通道；加快构建多式联运
新体系，推行“多通道跨境、多口

共赢的中美关系，愿同美方在平
等互利基础上，本着互谅互让的
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两
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
美方也应尊重中方按照自己选择
的道路发展的权利和合理权益，
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
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岸过境”的复合联运模式。以供
高效先进城市和美丽宜居公园
应链思维谋划国际物流体系建
城市。
设，打造服务“一带一路”的供应
范锐平指出，香港是成都第
链枢纽城市和供应链资源配置
一大外资来源地和第四大贸易伙
中心，建设面向泛亚的全球区域
伴。今年，川港合作平台建设，为
零售分销型企业配送枢纽。以自
成都和香港合作提供重大时代机
贸区为载体谋划国际投资贸易
遇。真诚希望香港成为成都企业、
平台建设，探索建立内陆自由贸
产 业 融 入 全 球 经 济 体 系 的“ 跳
易港，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国
板”，成都成为香港资本、优势资
际创新、贸易、金融、消费中心。 源进入中国西部和泛欧泛亚的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国际一 “支点”。真诚欢迎香港航空、货代
流营商环境，建设市场开放先行
等企业布局成都，发展国际中转
城市、通关便利一流城市、政务
联运航线，下转02版

“成都见。
”
11月7日下午，作为“川港澳合作周”重磅活动之
一，
“成都新经济发展·香港专场合作推介会”
获得巨大
成功。
告别之时，
参会各界人士已经压抑不住对成都新
经济前景勃然而生的激情。
一句
“成都见”
，
不仅是一句
礼貌的道别用语，
更像是一个接头暗号，
饱含对投身成
都新经济的美好预期。
毋庸置疑，
当前，
新经济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蓬勃兴
起，
在协同分享、
万物互联中深刻重塑生产力发展模式
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深刻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和
城市格局的最大变量。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进行最重要的战略转身，无疑，
新经济，
成为破题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钥。
为什么成都是“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成都
是怎样推动新经济在全国率先起势？以新经济为突破
口，
成都又正在书写一份怎样的高质量答卷？
一系列问
号，
成为这场推介会最引人瞩目之处。
当镜头从东方之珠拉回天府之国，
成都街头，
有最鲜
活的答案。
11月3日，
2018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iG战队封冠的
那一刻，
成都无数大街小巷忽然爆发的欢呼声，
堪比世
界杯夺冠之夜。
其实，
成都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17年
前，
成都也曾这样欢呼，
那一年，
成都小伙马天元成为中
国第一个WCG世界总决赛冠军。
到2009年，
成都新世纪
会展中心举行WCG决赛时，
再次迎来这样的欢呼。
当不少城市还在为
“戒网瘾”
费尽心思，
成都，
却已
经成为
“电竞摇篮”
，
这实际上恰好成为
“最适宜新经济
成长的城市”的最佳注脚。成都城市深刻蕴含的创新、
包容特质，以及成都人对新事物的天然好奇、乐于尝
试，
使成都与新经济有着天然的契合力，
而成都基于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出的关于新经济发展的系列顶层
设计，
更使这种契合力如虎添翼。
去年11月，
成都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
放言要
“成为
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
场景培育地、
要素集聚地和生态
创新区，
成为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
，到2022年，
新
经济总量指数排名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
一年来，
成都在
全国率先成立新经济发展委员会，
印发首个共享经济发
展方案、
组建全国首个城市级新经济俱乐部、
规划建设
全球首个“独角兽岛”、设立100亿元新经济发展基金
……随着一系列顶层设计的落地，
成都新增新经济市场
主体6.3万户，
新成长达到独角兽标准的企业4家，
“七大
应用场景”
构建渐入佳境，
“六大新经济形态”
呈蓬勃态
势，
成为中国双创第四城。
紧转03版

川港合作

说到康养
成都很“港”

成都建立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健全用途监管机制 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
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 方 案 》 提 出 目 标
到2020年
将实现全市湿地面积不低于43万
亩，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不低于32万亩，
湿地保护率达到23%以上
国家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低
于50%，重要江河湖泊自然岸线保有率
不低于35%，水鸟种类不低于114种，全
市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不减少

成都的湿地主要包括湖泊、
河
都市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
流和人工湿地，
是重要的战略资源。 （以下简称《方案》
）。
近日，
为了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湿
依照《方案》提出的目标，成
地保护修复制度，
成都市出台了《成
都到 2020 年，将实现全市湿地面

积不低于 43 万亩，其中，自然湿
地面积不低于 32 万亩，湿地保护
率达到 23%以上。确保湿地面积
不减少，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
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
地保护与修复水平。

总量管控
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
《方 案》提 出 ，将 落 实 湿 地
面积总量管控。具体而言，将逐
级分解落实 43 万亩的全市湿地
管 控 目 标 。合 理 划 定 纳 入 生 态
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明确湿地
名录，
并落实到具体湿地地块。
经
批准征收、占用湿地并转为其他

用途的，
用地单位要进行严格的科
学调查、
论证和评估，
按照
“先补后
占、
占补平衡”
原则，
负责恢复或重
建与所占湿地面积和质量相当的
湿地，
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
对于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方
案》提出，
将按照国家湿地生态状
况评定标准，从影响湿地生态系
统健康的水量、水质、土壤、野生
动植物等方面，科学开展全市湿
地生态状况评价。
到 2020 年，
国家
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低于
50%，
重要江河湖泊自然岸线保有
率不低于 35%，水鸟种类不低于
114 种，
全市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群
数量不减少。

严格监管
禁止永久性截断水源
《方案》提出，将建立湿地用
途管控机制。
将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确定
各类湿地功能，实施负面清单管
理。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湿地原
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
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
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
变用途。
禁止擅自征收、
占用国家和省
级、
市级重要湿地，
在保护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一般湿地，
禁止侵占自然
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下转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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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相约东郊记忆！

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用户节线下
活动将开启

明天，成都商报第三届全媒体用户节线下活动将
在成都东郊记忆成都大舞台开启。
我们延续传统，
以优惠福利与主题活动为主旨，
让用
户感受我们不变的初衷。
四川名医、
成都儿童团、
岁月艺术、
买够网、
熊猫侠以及汽车、
房产、
餐饮、
旅游、
家居、
谈资、
时
尚等部门，
都将通过自己的方式给出让利与优惠。
本届用户节怎么耍、怎么玩，哪里有福利，哪里有
“欺头”，明天我们将通过成都商报进行更加详细解
读，
欢迎关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相关报道见 05、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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