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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11
月 25 日 下 午 举 行 例 行 记 者
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近年来
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答记者
问。他表示，
“ 十三五”时期，
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越
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下

林尚立作宣讲报告 彭清华主持报告会 黄强柯尊平出席
革。报告系统讲解了党的百年奋斗
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指出党的
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
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
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
列的中国共产党；以“十个坚持”总
结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揭
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
保证，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的力量源泉，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
史主动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党永葆
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的根本途径。报告深刻阐明了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及从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的重要任务，指出要牢记中国共
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
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

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彭清华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
全省各级党组织要以中央宣讲团来
川宣讲为契机，紧密结合实际，继续
扎实抓好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
传和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
来。要坚持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为重点，示范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
深悟透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
历史意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深刻把
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
领会“十个明确”的丰富内涵，把学
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
深入。要切实加强学习培训和宣传
宣讲，推动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要注重统筹兼顾，把学习
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
众、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确保党中
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四川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与会人员认真聆听、仔细记录。
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全面系统、重点
突出，科学严谨、深入浅出，
对于全面
准确领会把握六中全会丰富内涵和
精神实质，
推动全会各项部署在四川
落地落实，
将起到重要指导和促进作
用。大家表示，要学深悟透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
命，
立足岗位埋头苦干、建功立业，
努
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新征程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省军区领导，
省法院院长、省检察
院检察长，正省级离退休老同志，省
直各部门（单位）、中央在川单位负责
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负责同志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
以及各有关方面代表
等在主会场参加报告会。

熊猫基地扩建区即将预开园
即将预开园

春笋
破土

近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熊猫基地”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该基地扩建区将
于近期开启预开园，
改扩建区面积为2535亩，
待正式开放后，
熊猫基地总面积将达到3570亩。
扩建后，熊猫基地的面积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里面会有哪些不一样的风景呢？11月25日，记
者走进扩建区，
站在69.8米高的熊猫塔上俯瞰扩建区，
感受就一个字
“大”。
除了高空俯瞰不一样的视觉，令人迫不及待想体验一番的无疑是熊猫全景餐厅。餐厅的落地
窗正对着大熊猫的室外活动场。
那么，
和大熊猫共进午餐会是什么体验？

和大熊猫“共进午餐”

花海将蔓延到屋顶

瞭望塔会“发光发芽”

刚刚走进熊猫塔内部，
大家就
都抬头拿出手机拍了起来。
熊猫塔
内部泛着金色光泽，
层层堆叠的圆
盘状金属结构颇具科幻感。
从电梯
最高层九层走出来，
正对着的就是
十余米宽的观景平台。
大熊猫的新家圆形兽舍和
卵形兽舍内则已摆好了木架。熊
猫基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
对兽舍进行消毒。记者在现场看
到，兽舍室内场的落地窗前都有
高低两条游览通道，可以从不同
视角和距离观赏大熊猫。
当天最令人惊喜的无疑是位
于无限商丘区的熊猫全景餐厅。
该餐厅被三个熊猫馆舍包围，两
侧都是落地玻璃。
玻璃外就是
“滚
滚”
的活动场，
“喝着盖碗茶，
看着
窗外的大熊猫，这样的“熊景餐
厅 ”还 不 甩 什 么 海 景 餐 厅 几 条
街？
“
”大熊猫在窗外啃着竹子，
你
在窗内吃着午饭，光是想想都不
得了。万一它还看你一眼呢？”现
场参观的人已经忍不住开始脑补
在
“熊景餐厅”
用餐的情景了。

据悉，扩建园区所在位置地
形高低起伏，两边高中间低，垂直
落差约40米。新区内的景观设计
主要结合园内山势地貌，以竹为
主题，打造出一个原生态郊野型
的熊猫乐园。整个园区绿植丰富，
通过西大门进入新区后，
入目就是
满眼葱茏，
站在观景台上向下望去，
大约200米外就是一片自然溪谷湖
泊。该处的植物搭配选取乔木、灌
木、
草地相结合，
搭配野生地被植物
形成原生态的景观效果，
同时还具
备涵养水源、
调节环境的能力。
此外，园内还大规模种植银
杏等彩叶植物，以及紫薇、三角梅
等花卉，
打造了片区性的特色花卉
景观。无论是圆形兽舍内外，还是
卵石兽舍前后，
整个园区内的绿化
景观随处可见，
就连屋顶上都是绿
色。作为滚滚的新家，竹子自然少
不了。
园区内运用三大类型竹类进
行搭配设计，主要包括观赏竹、可
食竹、景观竹。滚滚的“私人花园”
则最大程度上模拟了大熊猫栖息
地自然生态环境。

走进园区，
回头看高69.8米的
观光瞭望塔，
其造型如春笋破土。
来自中国五冶的项目负责人文元
表示，
“钢笋壳”
呈上小下大造型，
重达1300吨，以720块形状各异的
钢结构弧形构件“编织”而成。为
最大程度模拟“春笋”
表面的纹理
脉络，共采用了近672根单曲不重
复的弧形月牙格栅，每一根格栅
的大小、形状都不一样，
最大的一
根长度超过13米，自重超600公
斤，且每一根格栅和指定位置的
偏差严格控制在3毫米内。
瞭望塔内部，则团簇分布着
81片金色“芙蓉花瓣”，这正是瞭
望塔的载人平台。81个平台渐进
式分布，供游客观光休闲。更令人
期待的是，
未来观光瞭望塔将被点
亮，
同时
“发芽”
。
文元介绍，
观光瞭
望塔的塔冠设置了一个由75根杆
件组成的开闭系统，
最长杆件长18
米。
这是国内首个采用
“发芽”
创意
的建筑，
在大熊猫宝宝诞生、明星
熊猫生日、
法定节假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
塔冠便会华丽开启。

瞭望塔内的载人平台犹如金色芙蓉花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陶轲

彭清华黄强柯尊平在蓉参加
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省领导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
委托他人投票
本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
记者 张守帅 李淼 陈婷）11
月25日是成都市锦江区、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等
五城区人大代表以及青白江
区、郫都区两级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
省委副
书记、省长黄强，省政协主席
柯尊平分别参加青羊区、锦江
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
上午8时30分许，
彭清华来
到青羊区少城辖区商业街第二
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
投票站
内，
五星红旗鲜艳夺目，
镶嵌着
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
中，
气氛庄重而热烈。
彭清华仔
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
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
验，
并领取选票。
他在写票处认
真填写选票，
随后走到票箱前，
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
彭清华
还听取了青羊区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情况汇报。
他指出，
选举人
大代表，
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基础。
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覆盖全部县（市、区）和街道
乡镇，
直接面对城乡基层群众，
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
生动、
最直接的体现。
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
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
扎实做好换届选举
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
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确保选举依法有序顺利进行，
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黄强在锦江区春熙路街
道督院街社区一选区省政府
机关投票站投票。
柯尊平在青
羊区少城辖区文翁第二选区
省政协投票站投票。
在蓉的省委常委田向利、
甘霖、邓勇、廖建宇、施小琳、
罗文、于立军、李云泽、田晓蔚
在各自选区投票站投票。
省人
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
导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
托他人投票。

行使民主选举权利
选民投出庄严一票
王凤朝李仲彬张剡谢瑞武在各自选区
参加武侯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犹如春笋破土的瞭望塔

熊猫全景餐厅外就是大熊猫活动场

装备数量适度压缩，远海防
卫、远程打击等新型装备加
速发展。
海上航母编队、两栖
编队装备系列化发展，空中
制空作战、电子对抗、运输投
送等装备体系不断完善，中
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断增
强，
基础信息网络覆盖国土。

今日市区 多云转阴天有间断小雨 7~12℃ 南风1~2级

中央宣讲团来川
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守帅）按照中央统一部署，11月25
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在成
都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秘书长林尚立作宣讲
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彭清华主持报告会。省委副书记、省
长黄强，省政协主席柯尊平出席。
林尚立在报告中紧紧围绕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解读了全会的主题主线和主要成
果。报告生动阐述了全会全面总结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重大意义，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4个历
史时期，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

一步，全军将深入贯彻习主
席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在
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军武器装
备建设再上一个大台阶。
吴谦表示，
“ 十三五”时
期，我军基本建成以三代为
主体、四代为骨干的装备体
系。
传统地面作战、近岸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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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成 都 日 报 记 者
常斐 王琳黎 李霞 赵一）昨
日，
是武侯区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投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凤朝，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
仲彬，市政协主席张剡，市委
副书记谢瑞武在各自选区投
票站参加投票，
选举所在地区
的人大代表。
武侯区益州社区各选区
投票站现场，
红色的投票箱格
外醒目。
来自市委、
市人大常委
会、
市政府、
市政协机关的选民
列队等待即将开始的选举投
票，
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利。
王凤朝在武侯区益州社
区第二选区市政府机关第一
投票站投了票。
李仲彬在武侯区益州社
区第二选区市人大机关投票
站投了票。
张剡在武侯区益州社区
第二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
投了票。
谢瑞武在武侯区益州社
区第二选区市委机关第一投

票站投了票。
市委常委吴凯、王川红、
苟正礼、田蓉、刘守成、邓涛、
刘筱柳、曹俊杰分别在各自选
区参加投票。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负责同志等，
在各自选
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据悉，
新都区、简阳市、都
江堰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
县已完成区（市）县和镇人大代
表选举。昨日是锦江区、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等
五城区人大代表以及青白江
区、郫都区两级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投票日。
大邑县“选举日”
为11月26日，龙泉驿区、温江
区、
新津区、
彭州市、
蒲江县
“选
举日”为11月27日，双流区“选
举日”为11月28日。届时，全市
区（市）县和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投票工作将全部结束。
通过
选举，
全市将产生区（市）县人
大 代 表 5844 名 ，镇 人 大 代 表
7207名，
约1093.25万选民通过
选举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川渝下月起取消
两地间座机通话长途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25日获悉，12月1日零时起，
川渝两地间座机通话长途费
正式取消，
实现全国首例跨省
级行政区域固定电话通信资
费一体化，
预计每年为用户节
省通信费用约3000余万元。
按照实施方案，
12月1日零
时起，
川渝两地之间以及四川
省内各市州之间座机通话长途

费取消，
四川省内、
重庆市内座
机通话区间费下调，
以上区域
通话资费均降至0.15元/分钟
或以下。
本次调整范围由原计
划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扩展
到四川、
重庆全域，
涉及公众固
定电话业务、政企固定电话业
务和分配有固定电话局号的语
音专线业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市卫健委紧急公告：

上海等三城新增本土病例
如轨迹重叠第一时间报备
11月25日晚，成都市卫健
委紧急发布称，
上海、杭州、徐
州均通报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
例，上海新增3个中风险区（详
见05版），
请广大市民朋友高度
警惕上述城市已公告的病例活
动区域，
立即对照，
如有轨迹重
叠请第一时间向社区、单位或
居住的酒店报备，
并配合做好
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14日内
请勿参加聚集性活动。
成都市卫健委郑重提醒，

配合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是公
民的法定责任。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
单位和个人违
反规定，
导致疫情传播或者其
他严重违法后果的，
依法承担
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如果市
民 有 任 何 疑 问 ，欢 迎 拨 打
12345市长热线。
据健康成都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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