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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王琳黎）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政协第十五届成都市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于昨日下午在金牛宾馆礼堂闭幕。

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唐川平，市委副书记朱志
宏等应邀出席闭幕会并在主席台就座。市政协主席李仲彬
在闭幕会上主持并讲话。

在闭幕会前举行的选举大会上，韩轶当选为政协第十
五届成都市委员会副主席，阳昌寿、郭建平当选为政协第
十五届成都市委员会常务委员。

闭幕会的执行主席是李仲彬、郝康理、刘仆、罗霞、杨
建德、徐玖平、韩轶、景民。

闭幕会应到委员 650 名，实到委员 587 名，符合规定
人数。

闭幕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五届成都
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五届成都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五届二次会议提案
审查情况的报告》。

李仲彬在讲话中说，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在中共
成都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
在开幕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体政协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会议期间，广大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满的履职热
情，围绕范锐平书记在开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政府工作
报告等主题，聚焦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东进”战略实施、

“民营经济25条”落地落实、天府绿道建设、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弘扬天府文化、教育医疗均衡发展等市委重大决策
部署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热烈讨论，积极建
言献策。

李仲彬强调，全市政协组织、政协参加单位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贯穿政协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坚

定正确政治方向，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牢“四个意识”、
增强“四个自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李仲彬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范锐平书记讲话精
神，紧扣市委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坚持市委中心工作推
进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做到建言建在需要
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全力助推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
共同促进民生福祉改善。坚持凝聚群众共识，切实把党
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广泛联系群众，将群
众的呼声和愿望变成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依据，让政协
工作更“接地气”；坚持为群众服务，真心诚意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让履职为民有成效、有温度。要坚持推动
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学习培训，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创新履职方式，切实提高履职实效，团结奋进，真抓
实干，为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奋力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共成都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法院、市检
察院、成都警备区的领导同志，市政协十四届领导，在蓉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应邀出席闭幕会并在主席
台就座。

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市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垂直
管理机构负责人，部分市政府参事列席会议。

应邀参加闭幕会的还有公民旁听代表。

补选政协第十五届成都市委员会
副主席、常务委员名单

（2019 年 1 月 24 日政协第十五届成都市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出）

副主席：韩 轶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阳昌寿 郭建平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张家华）
昨日下午，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范锐平、唐川平、胡元坤、王忠林、陈建
辉、仰协、韩春林、巫敏、张济环出席会议。唐川平主持会议。

主席团成员应到85人，出席83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市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市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决定将以上3个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提请各代表团讨论后，再提请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表决
通过市十七届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草
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后，再提请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会
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总监票员、监票员名单草案，提请各代
表团审议后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
告；通过了宪法宣誓仪式工作方案。

“绿道生活节”来了
世界最长绿道体系和新潮的活动及业态会碰撞出怎样的有趣火花世界最长绿道体系和新潮的活动及业态会碰撞出怎样的有趣火花？？

在全世界旅行者都耳熟能详
的杂志《孤独星球》中，四川省成
为中国唯一入选的地区，出现在
其推出的《2018年度榜单：亚洲十
大最佳目的地》榜单上。成都作为
四川省会，也出现在了榜单的介
绍语中。

成都以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著称，从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胜
古迹，到“新晋网红”小酒馆，都是
旅行者们的心头好。而现在，随着
世界最长绿道体系——天府绿道
的加速建设，多个绿道点位相继
呈现，成都又迎来了更多的新景
观和旅游场所。

1.7万公里的城市动脉，以独
一无二的绿色生态，营造出了在
城市之内山水之间，访古拾趣、读
城观花的休闲聚落。集休闲配套、
文化体验、跨界融合、主题创意、
天府夜游、健康养生为一体，正期
待着我们用双脚将它丈量。

正逢新春佳节临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获悉，将有一
场超大型的年味与趣味糅杂的生
活节在占地面积超过1800亩的
锦城绿道桂溪生态公园中展开
——1月26日至27日，首届绿道生
活节将在成都锦城绿道桂溪生态
公园举行。

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闭幕
范锐平罗强唐川平朱志宏出席 李仲彬主持并讲话

韩轶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
——2019市两会特别报道

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明天开启
艺术、音乐、市集、运动……
和传统景点不一样的游览体验

据悉，本届绿道生活节围绕“公
园城市，多彩生活”的主题，希望通
过艺术、音乐、集市、运动等多个维
度，让城市活力融入自然之中，传递
绿色、悠闲、时尚的生活方式。

对于市民游客来说，这个在宽
敞优美的绿道中举行的生活节，是
可以玩得十分尽兴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主
办方了解到，街头音乐节、锦城绿道
春联进万家、文创/年货/精品市集、
极限运动表演、cosplay巡游、亲子乐
园、城市诗意跑以及社区传统文娱

活动……通通放进绿道之中，这些
新潮的活动与业态将在成都极具绿
色生态氛围的地方发生化学反应，
激活城市空间，给市民游客带来和
传统景点不一样的游览体验。

据主办方介绍，他们把本地
“100＋”优质的文创、新春市集汇聚
一堂，分设成三个市集带，组成了趣
味爆表的绿道生活节市集，竭力在
满目绿意中打造一场过瘾的美学好
物展览体验。而这些优选品牌涵盖
了本地年货、文创产品、全球商品。
不论你是奇思妙想的时髦青年还是
热火朝天的年货买手，都能在这里
找到“心头好”。

同时，为了突出年味特色，1月
26日下午两点的生活节现场，将会

有成都知名的书法大家为前来的
市民游客写下最具绿道特色的新
春祝福，同时现场还为前来的市民
游客准备了笔墨纸砚，“大家可以
自己动手写，亲子家庭还可以全家
共同创作一副‘合家欢’春联。”主
办方说。

特别值得期待的是，“绿道街头
音乐节”也将在 1 月 26 日-27 日下
午举行。以草为幕，被日光叫醒耳
朵，音乐在绿意中随意舒展。记者了
解到，绿道生活节将由川籍明星艺
人黄英领衔，出生于乌鲁木齐的独
立音乐人疆Jan、成都老牌说唱歌手
BOOM爆音&Gotham高森、独立音
乐人KUN&吴卓玲助力，成都街头
艺人明星组合“快乐的孩子爱歌

唱”、曾登上“蓉城之秋”舞台的石嘉
佳，以及“平凡人演唱会”歌手杨祺
琪等在绿道共同发声。

绿道中，还将有炫酷的极限表
演以及 plogging 新型运动亮相，给
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值得一去
年轻人和家庭都能找到乐趣
还有价值近5万好礼现场派送

这不仅仅是一场适合年轻人的
城市生活节，团聚的家庭也能在这
里找到乐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主办
方了解到，本次绿道生活节将“蓝利鸟
的童话世界”搬到了现场。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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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表演、
cosplay巡游、
极限运动表演

“绿道街头音
乐节”聚合成
都美好音符

在绿道生活节
市集来一场美
学好物体验

锦城绿道春联
进万家，书法
大家为你书写

在“蓝利鸟
的童话世
界”中肆意
玩耍

绿意为幕，
来一场清新
惬意的城市
诗意跑

酒店套房、牛
奶、饮料……大
礼包现场派送

制图 李开红

1月24日，政协第十五届成都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朱大勇 王若冰 杨永赤 吕甲 刘阳 摄

发展新经济
数字经济可作突破口

代表委员热议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等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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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城绿道桂
溪生态公园
美景

图据成
都天府绿道
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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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
支持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意见指出，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
区，是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今年春节游成都 天府绿道欢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