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22日从成都零售商协会获悉，中
秋节期间，成都全市30家重点商
贸零售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6.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 ，客 流 达
774.4万人次，同比增长25.4%。值
得注意的是，在购物中心、书店、
超市等，成都消费力均显现了极
强韧性。

成都零售商协会统计显示，
成都万象城、王府井百货、伊藤洋
华堂等 17 家百货购物中心的黄
金珠宝、精品服饰、彩妆用品等高
档商品受到热捧，累计商品销售
额达 3亿元，同比增长22.9%。

苏宁、国美、数码广场、劲
浪、成都购书中心、方所等6家专
业卖场的高端家电、国潮鞋服、图
书等高品质商品走俏，总销售额
达 1.89 亿元，同比增长 7.7%。而
步步高超市、盒马鲜生、红旗连
锁、wowo便利等7家商超卖场总
销售额达 1.52 亿元，同比增长
6.8%。

与此同时，中秋期间成都也
涌现了不少新晋网红打卡地等消
费新场景。比如，金牛区龙湖西宸
天街开展“幽谷·宸花”灯光艺术
活动，打造消费新场景、新晋网红
打卡地。成都万象城以“时空裂
缝”为主题打造前卫高街时尚，携
MDC、2UC ZUC等16个先锋设
计师品牌领衔启募，SHUSHU/
TONG、ANGEL CHEN 等品牌
新款在成都首次亮相。高新区环
球中心则推出“月圆中秋 相伴环
球”系列活动，涵盖海洋乐园玩
水、美食、购物、中秋游园等主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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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
■ 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

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 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
■ 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1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
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
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
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
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
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
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一年前，各国领导人
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系列
峰会，承诺合作抗击疫情，携手应对挑
战，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
构建今世后代的共同未来。一年来，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国人民对和
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
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
更加坚定。

习近平强调，当前，疫情仍在全球
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
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
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

第一，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
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人
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
展和进步。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
遵循科学规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加强国际联防联控。要把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
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当务之急是
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
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
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
无偿捐赠 1 亿剂疫苗。中国将继续支
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
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第二，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
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
新阶段。

习近平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一是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

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
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
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
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

三是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
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
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
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

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四是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
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
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携
手实现跨越发展。

五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
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
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
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
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
建境外煤电项目。

六是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
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
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
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
领域合作，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
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一
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
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
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
各国人民的权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
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要大力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
博弈。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
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
共同成长和进步。要坚持对话而不对
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
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
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中华
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
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

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
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

第四，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
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
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
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
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要致力于稳定
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推动
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
列。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
领域工作，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落到实处。

习近平最后强调，世界又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
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
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
美好的世界！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答时代课题 作出历史抉择

成都1-8月经济数据来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19%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9月22
日从成都市统计局了解到，2021年1~
8 月，成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7.6%。分行
业 看 ，五 大 先 进 制 造 业 合 计 增 长
13.3% ，其 中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增 长
22.6%；装备制造产业增长 11.1%；医
药健康产业增长9.6%；新型材料产业
增长4.5%；绿色食品产业增长6.9%。

1~8月，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12.3%，两年平均增长9.7%。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5%；第
二产业投资增长10.3%，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9.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2.5%。

1~8月，成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5985.9亿元，同比增长19.0%，两
年平均增长6.2%。按经营单位所在地
分，实现城镇消费品零售额5743.2亿
元，同比增长18.6%；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242.7亿元，增长28.3%。按消费形态
分，实现餐饮收入1098.2亿元，增长
61.4%；实现商品零售4887.7 亿元，增
长12.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1。

1~8月，成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5104.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出
口总额2937.2亿元，增长16.2%；进口
总额2167.2亿元，增长9.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国庆游客去哪玩国庆游客去哪玩？？
北京上海成都排前三
小众目的地成“潜力股”

从当前预订情况来看，国庆最
积极的出游人群集中在女性以及
80、90后。报告显示，当前预订国庆
旅游产品的游客中，女性游客占
55%。90 后继续领跑“十一”，占比
40%。80 后位列第二名，占 34%。值
得一提的是，00后对旅游市场的作
用逐渐凸显，相较去年，今年同比
增加5%。

今年国庆节游客喜欢去哪玩？
截至9月21日，通过携程预订量最
高的热门目的地是：北京、上海、成
都、深圳、广州、杭州、重庆、长沙、
三亚及武汉。

北京在中秋之后继续领跑，成
为国庆热门目的地第一名。备受追
捧的新鲜打卡地“北京环球影城”
效应持续发酵，当前通过携程预订

国庆前三天北京环球影城的票量
已赶超中秋小长假。

此外，随着旅游者对小众目的
地的进一步探索，国庆黄金周，五
线城市出现在消费者“新兴旅游视
野”中。报告显示，今年五线城市的
预订从去年的6%升至12%。国庆五
线“潜力股”目的地有：布尔津、康
定、香格里拉、喀什市、张掖、稻城、
海西、中卫、克拉玛依及林芝。

国庆游客怎么玩国庆游客怎么玩？？
周边游订单量占比提升
亲子景区门票预订大增

报告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多数游
客将以本地周边出游方式过节。携程
多项业务的预订数据，也指向这一趋
势。报告显示，截至9月21日，通过携
程预订国庆景区门票的订单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超三成，周边景区门
票占比较去年提升。

从景区类型来看，游客主要以
主题乐园、博物馆、动物园、水族
馆、特色街区、城市公园等具有“城
市度假”标志的景区预订为主，预
订占比权重达到近七成。其次是山
岳、古城古镇、温泉、湖泊等周边休
闲度假类型景区。

亲子出游，也是今年国庆假期
的出游热点。截至 9 月 21 日，国庆
亲子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1%。80后国庆带娃最积极，80后带
娃出游订单是90后的10倍。

根据当前预订情况，报告发
布了 80 后国庆最喜欢带娃的目的
地为：北京环球度假区、武汉海昌
极地海洋公园、第十三届中国航
展、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珠海长隆
海洋王国；90 后国庆最喜欢带娃
去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毕棚沟、刘公岛和南京欢
乐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十一”出游最热门目的地

成都30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
成都晋升

全国超大城市
日前，《求是》杂志上公布了由国

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
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
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全国超大城市有上海、
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 7
城（按城区人口数排序）。

据了解，超大城市为城区常住人
口 1000 万以上的城市，而城区常住
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
为特大城市。此前，根据住建部于
2020年底最新公布的《2019年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符合中国“超大城市”
标准的共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
深圳、天津等 6 座城市，时隔一年成
都顺利晋升。

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速度通常可
以反映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发展
潜力和对外魅力水平。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常住人口已
达到2093.8万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
的常住人口超过 2000 万的国家中心
城市，常住人口在全省人口中占比也
由十年前的18.8%提升到25.02%。

据成都发布

消费力
显韧性

中 秋 假 期 揽金超6亿元

京沪蓉列前三

国庆游
已升温

中 秋 刚 过

中秋小长假正式收
官，“十一”的脚步也越来
越近。9月21日，携程发布
《2021国庆旅游预测数据
报告》显示，今年“十一”旅
游产品预订高峰期较往年
延迟一周左右，中秋节后
有望迎来预订高峰。

从当前旅游产品类型
来看，用户以预订机票、长
线出游产品为主，机票、火
车票订单量占比超40%；
但按照订单增幅来看，接
下来的两周将以周边游品
类预订为主。

而截至9月21日，通
过携程预订量最高的热门
目的地是：北京、上海、成
都、深圳、广州、杭州、重
庆、长沙、三亚及武汉。

中秋假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迎来众多游客 图据东方IC

双流中心公园中秋布置的月
亮与玉兔

新津举办的中秋“国潮”活动
图据新津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