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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求
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党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文章强调，新发展理念
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
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
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
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
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
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

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
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
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
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中央层面
还是部门层面，紧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生产供给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
体平稳，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稳定增
长，服务业继续恢复。7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比
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8%。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0.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
长10.3%、4.9%。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扩大。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2.7%，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27%。1至7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19812亿元，同
比增长5.7%；7月份环比增长0.16%。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
持续改善。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16.6%，比上月加快2.3个百分
点。1至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36041
亿元，同比增长10.4%。其中，出口
133698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44
亿元，增长5.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涨幅略有扩大。1至7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783万人。7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4%，比上月下降0.1
个百分点。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
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7月份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持续
显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但也
要看到，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国
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5日举行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据新华社（相关报道见04版）

“爱成都，i文明”大型公益活动展开

公交地铁“百万出行礼包”
助你文明出行

三环边上奋不顾身的“救火三
分钟”，闹市街头以正压邪的“制匪
六勇士”，是这个最热夏天最令人
热血沸腾的“成都镜头”。德不孤，
必有邻。8月16日起，成都商报、成
都发布、红星新闻将联合发起“爱
成都，i文明”系列公益活动，聚焦文
明的镜头将探照到成都的每一个
普通人。你，会在镜头中吗？

勇士的出场，犹如戏剧的高
潮，而日常的城市文明活动则是静
水深流的平凡叙事。“劈柴担水，无
非妙道；行住坐卧，皆在道场”，文
明本就是落脚在每个人的日常。绿
色出行，文明养狗，光盘公筷，尊老
敬贤，一章章平凡叙事中，每个人
都是文明践行者，都是城市的代言
人。当你多迈出一步把垃圾入桶，
当你对问路者多一些指点，当你遛
狗时牵着狗链，当你跳广场舞把音
量尽量放小一点，当你车进小区减
速行驶，这时，文明就是你身上自
带的光束，当光束汇集，城市自然
明亮而温暖。

我们崇尚文明，赞美英雄，总
是感慨于他们刹那间的果敢出手，
总是感动于他们关键时刻的高倍
闪光。其实，在那个刹那和关键到
来之前，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
普通人。三环边上救火众英雄，闹
市街头制匪六勇士，还有取餐时
救下一氧化碳中毒母女的聋哑外
卖小哥唐箐，桥头合力救下坠河
老人的饶姓父子，地铁车厢里默默
托住老奶奶沉甸甸背篓的民警陈

焯……都是偶然的出手，都是刹那
的闪光。

但每一个偶然背后都藏着一
个必然，英雄的产生，总是源于良
好的社风、民风、家风。“爱成都，i文
明”系列公益活动，就是要在日常
叙事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在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中，营
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
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以此，来铺
垫一个个必然，伏笔一个个突发。

都是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
一个凡人可以竖起一座丰碑，一个
行为可以传承一种精神。成都是一
座幸福的城市，因为在这座城市，
不管是在琐碎的日常，还是在特殊
的关口，繁忙而奔波的人群中，总
有人挺身而出，用一个个不平凡的
举动，定格一个个高光片段，构成
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望相助，构成我
们安全幸福的牢固基础，让城市充
满向上力，让每个居住在这个城市
的人充满自豪感，归属感，幸福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五次荣获
“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的成都，
自有文明的丰沃土壤。从文明城市
迈向文明典范城市，无数成都人在
行动。还是那句话，你进一步，你身
处的社会便进一步，你美好，城市
自然美好。

来吧，一起来“文明”，从自身
做起，从细小做起，2100余万成都
人共同拼写四个字——文明成都。

为什么是“爱成都，i文明”？

爱是对城市的真挚情意，“i”是城
市里的每一个“我”，也是对城市的有
力承诺。本次主题活动邀请大家热爱
这座城市，同时让文明成为内心的精
神追求，让文明成为日常的自觉行动，
做这座美丽宜居城市的文明践行者。

本周，本次主题活动将聚焦文明
交通，呼吁全体市民在繁忙的生活中
慢下脚步，检视文明交通的规范，以
文明市民的责任和担当，拿出实际行
动，投身文明交通的实践，在全市掀
起文明交通的热潮。

文明交通关系着2100余万市民
出行的安全、便捷和舒适。个人在交
通行为中被定格的一刻，映射着整座
城市在交通领域的秩序和温度。

作为开车人，你是否曾因为开“赌
气车”而置交通安全于不顾？你是否曾
为了挤占一个车位而停车压盲道？

作为行路人，你是否曾因为赶时
间闯了红灯？是否曾因为“抄近路”翻
越绿化带？

作为乘车人，你是否曾在地铁车
厢里外入声音刷视频？是否注意到旁
边被打扰的人紧皱眉头？

作为骑行人，你是否曾骑着摩托
车深夜“炸街”？是否曾使用共享单车
后又随便扔在草坪上？

……很多时候，这些不以为意、
不拘小节，其实都是不文明的行为，
给个人素质和城市形象同时给出了

“差评”。生活中事关文明交通的种种
细节，无不考验着市民的一念之善。
都是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一个凡
人可以树起一座丰碑，一个行为可以
传承一种精神。哪怕是最普通的交通
场景，也是书写文明的舞台。

一次让座收获一张笑脸，一次礼

让行人守护一个家庭，一次有序停放
方便下一个路人……种种场景，构成
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望相助，构成我们
安全幸福的牢固基础，让城市充满向
上力，让每个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充
满自豪感，归属感，幸福感。

心之所善，须身体力行。我们倡
议：交规记心中，言行做表率，守正
道，不逆行，争做文明骑行人，共建文
明典范城。

今日起，成都发布联合支付宝推
出“百万出行礼包”，邀您文明出行，
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打卡成都。

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
出行方式，用你的脚步，丈量城市文
明的高度。

如何领取“百万出行礼包”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
城市“绿”，用行动推动着文明建设向
前的“跨度”。即日起至9月13日，成都
市民可在成都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回
复关键词“文明出行”获得口令内容，
并按指定操作领取公交、地铁乘车优
惠券。

活动期间，市民可免费领取一份
“出行礼包”，内含10笔7折公交、地铁
乘车券，该乘车券单笔封顶优惠1.5
元，每日可用2次，券有效期内共计可
获优惠10笔。“出行礼包”共有40万
份，优惠总金额超过百万（具体优惠
内容详见券面信息）。

据了解，在成都，乘公交车的市
民可使用双流电子公交卡、天府通乘
车码、支付宝乘车码、简阳电子公交
卡进行优惠券自动抵扣。乘地铁的市
民可使用支付宝APP端内的天府通乘
车码等，进行优惠券自动抵扣。温馨
提示：天府通APP不参与本次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对成都大声说爱：爱她的古蜀文明源远流长；爱她的开放
包容，盛着你的小小梦想；爱她的达观友善，总为你伸出一双
温暖的手。走过4500年的文化传承，如今成都在全面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朝向城
市发展更有温度、市民生活更有质感的目标再出发。

沐浴文明之光，城市勇毅前行，精气神更足。而当每个人
的文明行为汇聚成流，一座城市的文明水准更能提升。

每个人都是文明践行者，都是城市的代言人。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皆是文明落在生活中的注脚。即日起，成都商报、成
都发布、红星新闻将推出“爱成都，i文明”大型公益活动，呼吁
全体市民共同参与，以千千万万个体的行动，塑城市之魂、育
城市之德。让个体身上的微光，汇聚为城市的光芒万丈。

国家统计局：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文明就是
落脚在每个人的日常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刘琴

古镇安仁与时下流行的
剧本杀相遇，能给游客带来怎
样的新体验？货车司机和货主
为什么不用见面，就可以自助
取货、线上签收？养护员没去
现场，是怎么给城市立体绿化
景观浇水施肥的……

拥有了“城市大脑”，我们
的城市在哪些方面更聪明、更
智慧了？答案，就在一个个场
景创新的实践案例里。今年6
月，由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
会指导、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
院编制的《场景营城 成都创
新实践案例集》和《场景营城
创新地图》正式发布。昨日（8
月15日），《场景营城创新地图
（电子地图）》正式上线。

作为第一套较为系统地
总结提炼成都场景营城创新
实践案例经验的载体，《场景
营城 成都创新实践案例集》
和《场景营城创新地图》都给
新经济企业、职能部门等提供
了参考借鉴，让人们对场景创
新带来的变化有了更直观更

深入的了解。
记者了解到，此前的《场

景营城创新地图》纸质地图收
录了2020-2021年度立项支
持的全部127个场景案例，并
对每个案例的所属类型和落
地位置进行了直观展示。昨日
上线的电子地图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了案例的简介、承
建方、详细地址、图片、延伸阅
读等信息，并提供了导航功能。
地图首页展示了全部案例落地
应用的分布情况，以及美好生
活、智能生产、宜居生态、智慧
治理四类案例的统计数据。

这份电子地图如何查看？
首先，登录成都市新经济发展
委员会官网首页，点击专题模
块，即可进入《场景营城创新
地图（电子地图）》。

此外，还可关注“成都新
经济”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关键词“电子地图”，即可获取

《场景营城创新地图（电子地
图）》网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正式上线
场景营城创新地图

●活动期间，市民
可免费领取一份
“出行礼包”，内含
10笔7折公交、地
铁乘车券，该乘车
券单笔封顶优惠
1.5元，每日可用2
次，券有效期内共
计可获优惠10笔。
“出行礼包”共有
40万份，优惠总
金额超过百万。

从从““老大难老大难””到打卡地到打卡地

一个网红社区的
进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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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经济合
作局获悉，据商务部统计，今
年1-6月，四川省外商直接投
资（FDI）到资20.27亿美元，同
比增长31.84%，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0.04个百分点。数据显
示，成都、资阳、内江、德阳、眉
山等市到资额位居前五。

数据显示，四川外商直接
投资呈现四大特征。

引资结构持续优化，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
重点行业FDI到资分别同比增
长56.23%、335.42%、180.98%，
高技术产业FDI到资同比增长

111.31%；
投资来源地更趋多样，来

自欧盟、RCEP等经济体在川
FDI 到 资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92.21%、189.17%；

重大项目引进成效显著，
全省新落地勃林格殷格翰霁
达康养医院等58个投资总额
1000万美元以上新设外资项
目，推动台嘉成都玻纤、嘉里
粮油等102个已在川投资项目
增资扩产；

市（州）引资竞相发力，成
都、资阳、内江、德阳、眉山等
市到资额位居前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1-6月四川外商直接投资
到资20.27亿美元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常斐）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文明委第一副主
任王凤朝率队赴四川天府新
区督导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工作和全力以赴拼经济搞
建设抓发展要求落实情况。

王凤朝一行先后前往华
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南
湖路市场、天府中心国际社区
项目建设工地、湖畔书店等
地，实地察看、督导文明实践
所建设运行，农贸市场及周边
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等重点场
所创建工作进度，工地安全生
产及防范高温热害工作落实，
书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
展等情况，看望慰问高温作业
一线人员，听取四川天府新区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情况汇报。

王凤朝强调，创建全国文
明典范城市，是提升社会治理
水平、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重
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深刻认识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对照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指标，
突出重点、注重细节，全力争
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奋力推
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
量发展，持续增强市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
系统思维、综合施策。注重全
领域、各方面创建任务的整体
协同，大力推动重点行业、窗
口单位提升服务水平，更好满
足市民群众需求。要坚持问题
导向、标本兼治。聚焦市民关
切的难题、城市管理的盲区、
社会治理的短板，精准施策、
查漏补缺，统筹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背街小巷整治、物业服
务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等工
作，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要坚持共建共享、榜样引
领。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充分发挥市民主体作用和首
创精神。要坚持常态开展、久
久为功。注重统筹结合，把相
关工作融入群众、融入日常，
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推进，确
保创建成果常态长效。

市领导陈彦夫、刘任远，
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主任陈
历章，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等
参加督导。

突出重点注重细节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王凤朝率队赴四川天府新区督导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