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
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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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三家企业上榜

总部
都在成都

兴城集团 第466位！
成都本土首家世界500强国企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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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金边8月3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
中方严正交涉，明目张胆到
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一行径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恶
意侵犯中国主权，公然进行
政治挑衅，激起中国人民强

烈愤慨，引发国际社会普遍
反对。这再次证明，一些美国
政客已经沦为中美关系的

“麻烦制造者”，美国已经成
为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的

“最大破坏者”。
美国不要幻想阻挠中国

的统一大业。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必然。我
们绝不会为“台独”分裂和外
部势力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美方不论以什么方式支持纵
容“台独”，紧转02版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发表谈话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8
月3日表示，根据有关进出口
方面的规定，以及食品安全要
求和标准，有关部门即日起对
从台湾地区输往大陆的葡萄
柚、柠檬、橙等柑橘类水果和
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采取暂
停输入措施。同时，决定暂停
天然砂对台出口。

去年以来，大陆海关多次
从台湾地区输大陆柑橘类水果
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大
洋臀纹粉蚧，以及倍硫磷和乐
果残留超标；今年6月，从台湾
地区输大陆冰鲜白带鱼和冻竹

荚鱼包装上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海关总署表示，为防范风
险，依据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决定自2022年8月3日起暂
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
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大陆。同
时，各海关自3日起暂停受理台
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和冰鲜白带
鱼、冻竹荚鱼报关，并及时将上
述情况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3 日
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决
定暂停天然砂对台湾地区出
口。相关措施自2022年8月3
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

与城市共成长
去年利润近80亿元

细究成都兴城集团的发展脉络，近五年
的迅猛发展为跻身世界500强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一组数据给出了证明——

截至6月底，集团资产总额突破万亿
元，是成都市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1970亿元，利润近80亿
元，上缴税费近90亿元，主要指标均在成
都市属国企中排名第一。

这一时间节点，正是成都迎来国家
战略叠加的机遇期。

兴城集团成立于2003年，截至今年6
月底，集团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是成都
市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

2018年2月，成都正式开启建设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探索之路。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的
落地落实打开区域协作新篇章，大运会等
世界性综合赛事激活营城活力，成都兴城
集团也迎来跨越式增长。

城园相融、蓝绿交织的优美格局
里，一条翡翠项链圈出了城市独特的绿
带。成都兴城集团高标准打造的成都
环城生态公园已成为世界中心城区最
大和颇具特色的多功能、开放式环状生
态公园，一级绿道100公里全线贯通，是
成都人热衷打卡的绿色福利。这里，正
在全力推进10.1万亩生态农业种植及
运营，“天府粮仓”厚植成都的绿色生态
本底。将视线放远，战旗村、崇州水木环
线川西林盘聚落等乡村振兴的示范场
景，是成都挖掘释放生态产品价值的
代表。

蓉城足球、金沙博物馆……
背后都有兴城集团

在成渝相向发展的主战场上，3家东
部新区片区开发公司担当着“主力军”的
角色。围绕做优做强开放枢纽门户及先
进制造业聚集核心功能，片区开发公司
进一步完善生活配套、产业配套和创新
配套。正加快建设东西城市轴线（东段），
积极推进68万平方米社区工程，前瞻性
实施启动智造C立方科创空间等一批先
导项目，支撑着城市面貌由拓荒起步向
新城崛起转变。

从城市生态本底的塑造，到城市经济
活力的战场，再到城市民生发展的细节，处
处有着成都兴城集团的身影。过去十年，成
都新增了580万的“蓉漂”，成都兴城集团累
计开发人才公寓12个，共计262万平方米，供
应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运营国有租赁住房近60
万平方米，并承建少城片区、华西坝片区等
城市有机更新；言及成都的体育精神，少不
了蓉城足球俱乐部，它带着成都足球成功重
返阔别十年的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熊猫基地
扩建区、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城市文体旅游地
标，助力“三城三都”建设，扩大了成都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影响力。

“成都兴城集团将坚持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统领，聚焦城
市功能建设，持续深化‘三个做优做强’，
全力推动产业建圈强链，增强战略资源的
储备和配置能力，朝着国际化、市场化、专
业化方向，实现与城市同成长同发展。”对
于未来的展望，成都兴城集团相关负责人
依然强调着服务城市，与城市共兴共荣。

蜀道集团
为何冲进世界500强？
去年5月，四川省属两大交通企业——

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
集团重组整合，新设合并成立的蜀道集团，成
为众望所归的“种子”选手。2020年，四川铁投
全年营收1152亿元，四川交投全年营收568亿
元，两者合计约1720亿元。而2021年重组整合
的蜀道集团，营业收入为2228.55亿元，较上年
大幅增长508亿元，实现了1+1＞2的融合效
应，不负众望，进入世界500强榜单。

新希望集团
排名为何不降反升？

新希望控股集团去年首次进入《财富》世
界500强榜单，取得了390位的好名次，可以说
是风光无限。但是，在非洲猪瘟、新冠疫情、粮
价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下，新希望旗下生猪
养殖业务面临巨大挑战。

但昨天公布的榜单，让新希望再次扬
眉吐气。新希望控股集团以2526.52亿元的
营业收入，位列榜单第356名，排名较去年
上升34名。

新希望控股集团方面表示，尽管遭遇诸
多不利因素冲击，但集团在饲料产业、食品产
业、新消费产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产业等方
面发展迅速，整体营收继续保持增长，并实现
总体盈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综合川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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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台办：
“台独”顽固分子必须依法严惩

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实战化联合演训

8月3日，《财富》杂
志发布最新的世界500
强排行榜，四川两家本
土企业新晋世界500强
榜单，蜀道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蜀道集团）位列第413
位，成都兴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城集团）位列第466位。

去年首次上榜的新
希望控股集团，今年位
列榜单第356名，排名
较去年上升34名。

值得一提的是，四
川三家上榜企业总部都
在成都。

兴城集团此次冲刺
世界500强成功，标志
着成都本土首家世界
500强国企诞生，也彰
显了成都市属国企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新闻观察

成都兴城集团高标准打造的成都环城生态公园 本报资料图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8月3日从国航获悉，8月5
日，国航将开辟成都至印度
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国际直达
航 线 。该 航 线 航 班 号 为
CA475/6，由国航西南分公司
投入空客 A330 宽体远程客
机，每周五往返执飞一班。

航班时刻：
去程8：45从双流国际机

场起飞，13：30抵达雅加达苏
加诺—哈达国际机场；

返程 15：00 从雅加达国

际机场起飞，晚上21：40降落
双流国际机场（以上时刻均
为当地时间），航线单程飞行
约5小时20分钟。

雅加达为印度尼西亚
政 治 、经 济 、文 化 中 心 ，亦
为 该 国 的 海 陆 交 通 枢 纽 ，
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
交 通 咽 喉 ，也 是 亚 洲 通 往
大 洋 洲 的 重 要 桥 梁 。中 国
已连续九年成为印尼最大
贸易伙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成都将新开直飞雅加达国际航线

国台办：有关部门决定暂停
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

和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同时，决定暂停天然砂对台出口

新华社发表述评文章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全力拼经济搞建设 做优做强城市功能
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贡献更多新区力量

施小琳前往成都东部新区调研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家华）8月3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施小琳前往成都东部新区调研。她强
调，规划建设成都东部新区，是省委、
省政府着眼战略全局和未来发展，加
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做
强成都极核作出的重大部署。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
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以敢拼能闯善为的精神状态，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持续
做优做强城市功能，推动新区加快成
型成势，为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贡献更多力量，更好服
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

今年以来，成都东部新区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推

进“三个做优做强”和“四大结构”优化
调整，上半年共实施各类重大项目166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70亿元，各项
建设有序推进。当天下午，施小琳一行
首先来到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城市体验
中心，听取成都东部新区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汇报。施小琳指出，要认真对照
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任务，坚持绿
色低碳、产城融合等理念，聚焦“三个
做优做强”目标，推进重点片区开发和
项目集群建设，加快招引促建一批具
有支撑功能和引领示范效应的重大项
目，依托天府国际机场门户枢纽优势，
持续做强口岸功能，大力发展临空经
济，不断提升新区位势能级，彰显新担
当、探索新路径、展现新作为。

成都未来科技城是建设西部（成
都）科学城“一核四区”的重要载体，
正加快构建以消费电子、人工智能机
器人、精密仪器制造为主导，智慧民
航产业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施小
琳一行随后来到位于该片区的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天府校区，听取未来科
技城片区规划、项目引进、功能集成、
机制创新等情况汇报。她指出，要坚
定不移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发挥链主
企业、公共平台、中介机构、投资基
金、领军人才作用，吸引汇聚一批创
新型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构建
科技创新区域联动机制，打造完善政
产学研用投创新共同体，持续推动创
新成果就地就近产业化，加快构建竞
争优势突出的现代产业体系。

已经建成投用的天府国际健康

服务中心是四川省首个国际健康服
务中心，也是成都重要的入境防疫服
务保障场所。在中心展示厅，施小琳
详细了解硬件设施、闭环管理以及智
慧平台建设等情况。她指出，成都东
部新区肩负着守牢疫情防控“国门”

“省门”的重大职责，要保持高度警
醒，压实属地责任，严格执行“入川即
检”要求，毫不松懈做好入境隔离酒
店规范化管理，扎紧扎牢疫情输入关
口。要坚持以战促治，加快构建完善

“微网实格”治理体系，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要求，加强核酸检测、隔离管
控、物资保供等方面能力建设准备，
充实工作队伍力量，补齐短板弱项，
持续织密织牢疫情防线。

市领导曹俊杰、张瑛，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余辉参加。

日前，四川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印发《关于推动生活性
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提高人民
生活品质的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根据《方案》，到
2025年，四川将基本建立生活
性服务业行业标准和政策体
系，届时全省生活性服务业增
加值将达到1.5万亿元。

生活性服务业是服务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向居
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
品及服务，在提高生活品质、
促进居民就业、优化经济结
构、扩大消费需求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去年，全省生活性服
务业增加值已达1.2万亿元。

目标达成路径上，《方案》
提出，四川将启动实施八大重
点行动。分别是，基本公共服
务提质、普惠性生活性服务扩
容、生活性服务场地设施补短
板、生活性服务品质提升、生
活性服务行业人力资源培优、

生活性服务数字赋能、实施生
活性服务消费市场培育、生活
性服务环境优化提升。

其中，基本公共服务提质
行动的重点是全力推动83个领
域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
并依据不同事项服务半径和服
务人口，科学布局相关资源，持
续提升基层基本公共服务能
力。而普惠性生活性服务扩容
行动的主要内容是以社区为支
撑，从要素保障入手，推动实施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短板”工
程，持续扩大养老、托育等重点
领域普惠性生活性服务供给。

为确保目标达成、措施落
地，《方案》提出明确各市州、
县（市、区）政府作作为责任主
体和工作主体。同时，从省级层
面建立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重大
事项清单责任制、考核监测体
系和评价机制，进一步提高各
地执行政策精准度和落实相关
措施的力度。 据川观新闻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补短板上水平
四川将启动实施八大重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