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春天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3 月 13 日在北京胜利闭

幕。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示热烈
祝贺！ 紧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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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种形态
智能经济项目年度投资最多

据悉，2019年全市新经济领域
拟实施开工开园的项目，按照新经
济形态可划分为6种。其中，数字经
济项目总投资3474亿元，年度投资
257亿元；智能经济项目总投资3221
亿元，年度投资368亿元；绿色经济
项目总投资1247亿元，年度投资222
亿元；创意经济项目总投资2347亿
元，年度投资189亿元；流量经济项
目总投资485亿元，年度投资83亿
元；共享经济项目总投资238亿元，
年度投资52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计171个，
总投资320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20
亿元。其中，新经济载体建设项目128
个，总投资2981亿元；新经济产业化
项目21个，总投资52亿元；新经济新
要素项目22个，总投资174亿元。

本次集中开园项目28个，预计
将盘活孵化面积103万平方米，新增
入驻企业1090家，入园企业投资合
作协议约定投资额达到231亿元。

重大项目
总投资10亿元以上46个

据悉，在这批开工的项目中，总投
资10亿元以上项目达46个。

其中，新经济载体建设项目的代表
有：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四川试验基地，
总投资244亿元；昆仑万维全国总部，总
投资120亿元；天府新区交投国际创新
中心，总投资30亿元；海康威视成都科
技园，总投资12亿元；以及金牛区西部
地理信息产业园二期、成华区省物流

“智慧物流生态圈”、郫都区拓米半导体
显示高端设备项目。

重点开园项目有：新川科技园AI
创新中心，这是国内首个AI+5G概念园
区，协议签约总金额超过115亿元；“汽
车+新经济”产业园，协议签约总金额
超过72亿元；三医创新中心三期，协议
签约总金额超过23亿元；还有侠客岛里
共享办公孵化载体、蓝光中心。

一批新兴技术领域建设项目也在
这次开工开园，包括简阳市星空年代共
建“一带一路”高通量宽带卫星产业基
地、邛崃市5G商用基站。

新增长极
加快打造成都新经济2.0版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
来，成都市委市政府推进新经济
在全国率先起势，将新经济培育
与新动能塑造有机结合，努力拓
展发展新空间，增强发展新优
势，形成“三个转变”、“四个特
征”、“五条路径”、“六大形态”、

“七大应用场景”一整套发展新
经济的成都方式，新经济正在成
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增长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新经济委了解到，下一步，
成都将加快打造成都新经济2.0
版，推动新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未来
发展重点领域和区域，规划储备一
批具有吸引力和引爆点的新经济
重点项目，以项目的大突破促进发
展的大提升，切实做大做强新经济
增长引擎，为新时代成都“三步走”
战略目标提供永续发展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人民日报社论

凝心聚力共创美好新时代
——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海康威视成都科技园、首个AI+5G概念园……

199个重大新经济项目
在蓉集中开工开园

全市新经济领域今年拟实施开工开园项目共547个，总投资11012亿元

13 日，成
都天府新区海
康威视成都科
技园项目现场

热闹非凡，成都市2019
年重大新经济项目集中
开工开园活动在此举
行。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
到，2019年，全市新经
济领域拟实施开工开园
项目共547个，总投资
11012亿元，年度投资
1171亿元。

海康威视成都科技园
将成西部最大安防产品研发基地

海康威视多次蝉联“全球安防50
强”榜单第一。总投资12亿元的海康威
视成都科技园项目占地约178亩，建设
周期为2019年至2022年。项目建成后5
年内，研发队伍将达到1万人，届时将成
为西部最大的安防产品研发基地。项

目

点

击

这是国内首个AI+5G概念园区，位于
成都新经济活力区新川创新科技园内。预
计3年内，园区将聚集人工智能企业超过
100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逐步打
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产业示范园。

AI创新中心
国内首个AI+5G概念园区

位于成都经开区，已入驻博世力
士乐4.0、一汽惠迪等新经济项目18个，
总投资额达29.7亿元。

“汽车+新经济”创新产业园
已入驻多个新经济项目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奋斗，切实把中共中
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
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以优异成绩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奇葆、
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
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
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
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30分，闭幕会开始。汪洋宣布，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157人，实到2123人，符
合规定人数。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汪洋在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入关键之年召开的，中共中央高度
重视，各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同志，出席会议并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和
建议，与委员共商国是。广大政协委员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协
商、积极建言，取得重要成果。会议充分发扬民
主、广泛凝聚共识，是一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

的大会，展现了人民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
独特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生机活力。

汪洋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人民政协也将迎来70华诞。70年来，人民
政协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

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壮丽实践，走过了辉煌
的历程，建立了历史的功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责
任更加重大，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
政协的性质定位，把握人民政协新的历史方
位，坚守信念和定力，汲取经验和智慧，推动人
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要崇尚学习、加强
学习，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把科学理论武装成
果转化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下携
手前进。要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加强协商民主
建设，推动政协协商民主制度程序和运行方式
的完善，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要崇尚团结、增进团结，加强双向发力工
作，汇聚起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合力，努
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汪洋强调，新时代的人民政协要有新时代
的样子，新时代的政协委员也要有新时代的形
象。要全面加强委员队伍建设，着力提升整体
素质和履职本领，担负新的使命、成就新的光
荣。要保持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敢于担当、善
于斗争、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始终心系国事、
情牵民生，当好人民政协制度的参与者、实践
者、推动者，写好每年的“委员作业”，答好时代
给出的考卷，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的绚丽风
采，书写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

出席闭幕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薛祥、王
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
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
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
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
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
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闭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新
闻官和海外侨胞等应邀参加闭幕会。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新华社发

13日，位于天府新区海康威视成都科技园项目现场展示的各种安防设备 摄影记者 王勤

香港警察点赞2019成都世警会筹备：

一流场地
一流气氛
一流观众

2018中国田径协会特色赛事
及等级赛事评选结果揭晓

成马获“最美赛道”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发表讲话

0403

04

市委市政府召开
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专题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白洋） 3 月 12 日下午，
部分学生家长反映位于温江
区的民办学校——成都七中
实验学校小学部食堂食品质
量有关问题引发社会关注。13
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罗
强在温江区主持召开专题会，
听取前期工作情况汇报，传达
省委书记彭清华，省委副书
记、省长尹力和省委副书记邓
小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等领导批示精神，研究部
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强调，要按照以人为
本、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的原
则，重点做好七个方面工作。
一是认真负责地开展调查，无
论涉及到谁，无论涉及到什么
单位，都要一查到底、依法依
规、严惩不贷。二是成立由市
委市政府领导牵头的调查组
和问责组立即开展工作，温江
区、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
成立的联合工作组要进一步
加强工作力量，加大工作力
度。三是依法依规对涉嫌食品
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个人、单
位进行严肃处理，切实维护师

生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四
是强化责任追究，对工作不到
位、监督责任落实不力的部门
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五是举一反三，进一步在全市
范围内排查、消除校园及周边
安全隐患和监管盲区，规范食
品经营行为，维护校园和谐稳
定。六是维护好校园及周边正
常社会秩序。七是及时回应家
长和社会关切，解疑释惑。

据了解，接到有关情况
后，温江区教育、市场监管等
部门已于 12 日 15 点赶赴学
校调查处置，并对所有冻库
及库房内食材进行了查封，
对投诉反映的食材抽样送
检。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
也立即派出工作组，会同温
江区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

目前，温江区已对涉事责
任人开展调查。同时，正在组
织开展全区大中小学和幼儿
园食堂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
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健全由家长参与的食品安全
监管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学生
的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