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有50个品牌首店即将入驻
成都稳居首店经济第一梯队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举全市之力 集全民之智
全力以赴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成都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大会召开 施小琳王凤朝李仲彬谢瑞武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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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完
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

■ 要强化系统治理和全链条防控，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施策，统筹谋
划，抓好全链条治理。

■ 要盯牢抓紧生物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 要加快推进生物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

自立自强，打造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生物安全科研攻关机制，
严格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严格科研项目伦理审查
和科学家道德教育。

■ 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
生物安全挑战，加强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应急响应、信息共享、能
力建设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交流。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9月29日下午就加强我国生物
安全建设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
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
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
要力量。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生
物安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生物安全
法，统筹发展和安全，按照以人为本、
风险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的原
则，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
能力，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
院长吴孔明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
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
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把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摆上更加突出
的位置，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颁布施行
生物安全法，出台国家生物安全政策
和国家生物安全战略，健全国家生物
安全工作组织领导体制机制，积极应

对生物安全重大风险，加强生物资源
保护利用，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我国
生物安全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
强，维护生物安全基础不断巩固，生物
安全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强调，现在，传统生物安全
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
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
存，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还
存在短板弱项。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生
物安全形势，把握面临的风险挑战，明
确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路和举措。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家生物安
全治理体系，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
谋划，完善国家生物安全战略。要健
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物安全治理机
制，强化各级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
制。要从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守法
各环节全面发力，健全国家生物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加强
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生物安全知识
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生物安全风险
防范意识。要夯实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的基层基础，打好生物安全风险防
控人民战争。 紧转02版

折射成都消费市场发展潜力

此次有多家不同品类的首店选
址于成都IFS。例如，明星专业彩妆师
品牌Charlotte Tilbury、以制作精良皮
具闻名的英国知名品牌Mulberry等。

活动现场，法国奢华珠宝品牌
Boucheron宝诗龙、意大利时尚男装品
牌Brioni布里奥尼、公园商业+生活美
学新品牌REGULAR·源野、街头与成
都文化的潮流品牌STREETHOOD潮
流集合空间现场亮相。

“商业焕新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
段，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同时也为成都首
店品牌提供全新的商业载体。”戴德梁行
商业地产部中国区副董事总经理罗俊崴
表示，首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折射出

成都消费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潜力。
他特别提到1.314社区爱情专线，背

靠太古里的邂逅广场，东郊记忆厂房里
的萌想星球，宽窄巷子里川西院子里的
网红空间等，在他看来，“成都的消费场
景非常丰富且小而精美，其意义在于，打
造一个极具审美观感和丰富内涵，又与
众不同、特点鲜明的场景空间”。

成都首创“首店经济试验场”

为了吸引更多首店品牌，活动现
场，云上首店经济机会清单——“成都
（首店）品牌大数据平台”首次亮相。该
平台汇集了119个商业载体，587个商
业品牌。品牌方可在系统里面填写拓
展需求，平台后台利用大数据将进行
需求匹配，帮助首店品牌精准匹配合

适的成都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重点商圈和

载体，成都首创性推出了第一批“首店
经济试验场”——交子大道、成都环球
中心、成都银泰中心in99、晶融汇、苏宁
广场、成都王府井购物中心、茂业仁和
光华店等商业载体、空间，为首店品牌
落地、首发、首展、首秀入蓉等提供优
惠政策支持。

会上，上海市首发经济促进联盟和
成都首店经济促进联盟现场发布了《沪
蓉首店经济共同发展宣言》。双方将强强
联手，在首发、首店经济发展过程中，信
息互通助力首店商业布局、资源互享推
动首店品牌升级、创新互动激发首店市
场活力、优势互融引领首店经济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在2021中国（成都）首店经济
发展大会上，中商数据编制的《2021
中国首店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在全国首发。《报告》称，目
前，全国的首店经济向沪京蓉高度
聚集，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抢占
传播先机，稳居第一梯队。

针对第一梯队的城市，《报
告》有着不同描述——

上海是从网红到制造网红，从
品牌创新试验场到品牌发源地，
2020天猫TOP500新品牌上海独
占90家，位居第一。北京是城市更
新唤醒文化底蕴，爆发增长的首店
收割机，SKP等项目为北京带来多
家奢侈品全国首店。而成都则是
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完美融合的
首店经济第三城，一方面，是国际
化品牌与本土文化完美融合；另
一方面，成都本地品牌不断创新，
催生了多家本土特色主题店。

《报告》还指出，机场枢纽商
业、度假商业火热，将刺激西南、
京津冀等旅游消费首店发展。6
月底，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入使
用，机场内首店品牌占比近40%。

中国首店经济发展报告：

首店经济
向沪京蓉高度聚集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
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
治品格。近日，党中央批准
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
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伟大精神，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
予以发布。

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是：
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
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
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
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
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

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
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
神、张思德精神；抗美援朝
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
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
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
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
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
神、王杰精神；下转02版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9月29日举行的2021中国
（成都）首店经济发展大会上获
悉，50个服饰、餐饮、珠宝、彩
妆、运动、生活方式集合、文体
娱乐等领域的知名品牌与成都
14个知名商业项目签约。

这意味着，又有一批首店
即将入驻成都，其中包括首家
亚洲旗舰店——FILA首家5G
形象的品牌中心店，此外还有
14家中国内地首店、30家西南
首店、5家成都首店。

刚开街不久的交子大道成为第一批“首店经济试验场”摄影记者 王勤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论述，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在连续五届成功创建文明城市的良好基础上，再接再
厉、乘势而为，全力以赴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 把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抓细抓实，着力加强思想引领、理论武装，把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市民素
质素养，把“创城”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塑造宣传榜样事迹、学习榜样品
质、践行榜样精神的价值导向和良好风尚；着力优化城市治理水平，大力改善城
市风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切实维护安全稳定。要对照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标
准，整合大数据系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精准化、智
能化水平。

■ 要以创建工作为契机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广泛发动群众，推动
共建共享。要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提升市民群众
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努力赢得全社会对创建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华）
9月29日，成都市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暨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动员大会
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施小琳出席
会议并讲话。她强调，创建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事关成都发展大局、事关市民
切身利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
于文明典范城市创建的各项部署要求，
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在连续五届
成功创建文明城市的良好基础上，再接
再厉、乘势而为，全力以赴争创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仲彬、市委副书
记谢瑞武出席。

施小琳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
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
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
规律，是指导我们做好创建工作的强
大思想武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是一
座城市综合实力、形象魅力、发展活
力、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与党中央
赋予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公园城
市示范区的使命内涵高度契合，与新
发展阶段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度
契合，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际
都市目标高度契合。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
华）9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
施小琳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会议。她强调，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强化答卷意识，始终保持
定力和韧劲，激发信心和决心，用
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找差
距、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中央和省
委改革部署在成都落地落实，为加
快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推动城市
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仲彬列
席，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谢瑞武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
十次、二十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省委书记彭清华在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
上的讲话精神；听取构建全球供应
链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汇报；审
议《成都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实施方案》《成都市国有企业国资
经营评价暂行办法》《成都市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
行）》《关于全面推行建立林长制的
实施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

《全市老旧小区（院落）党建“四有
一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会议指出，成都是全国首批
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城市。要立
足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枢纽能
级提升，创新协调联动体制机制；
聚焦安全性稳定性，深化供应链创
新应用改革；聚焦制度型开放，深
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形成任务
清单、责任清单，高水平推动国际

门户枢纽城市建设。
会议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要牢固
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的理念，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
提升。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与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
科技创新、深化开放合作结合起
来，激发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为
持续产出高质量知识产权提供丰
沛源泉。国资经营评价制度改革是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要
进一步发挥国资经营评价的“风向
标”和“指挥棒”作用，推动市属国
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增强全市
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
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会议指出，建立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重要抓手之一。要坚决守住土
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
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
线，在国家授权范围内积极稳妥
推进改革。要全面推行林长制，
压实主体责任、坚持因地制宜、
引导全民参与、深化改革创新，
全面提升森林的生态系统功能，
强化绿色资源保护利用，推动实
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有机统一。

会议指出，要以强烈的责任
感使命感，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的教育体系，让劳动最光荣、最崇
高、最伟大、最美丽蔚然成风。居民
小区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社
区精准治理、精细服务的着力重点。
要以老旧小区（院落）党建“四有一
化”建设为牵引，下转02版

■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强化
答卷意识，始终保持定力和韧劲，激发信心和决心，用足用好改革
这个关键一招，推动中央和省委改革部署在成都落地落实，为加
快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

■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对表中央和省委改革
决策部署，对标借鉴先发地区改革创新举措，紧密结合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等战略部署，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等方面，谋划推出一批原创性、原动力改
革，对照省委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市委年度改革任务狠抓落实，确
保高质量完成。

■ 审议《成都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成都市
国有企业国资经营评价暂行办法》《成都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全面推行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全市老旧
小区（院落）党建“四有一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为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

施小琳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会议 李仲彬列席 谢瑞武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