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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召开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日前在成都举行。
没想到，会议结束后，全体市民收到了一封以市委
市政府名义发出的感谢信，对会议期间，市民们的
支持和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收到这封信，我们的心暖暖的。
G20峰会之前的举办城市，要么是政治中心，

要么是经济中心，这么重要的一个国际会议，如今
选择在成都召开。这是四川迄今承办的最高级别国
际会议。

这么高大上的会议在成都召开，给市民带来一
定不便真是难免的：地铁实行了“一级安检”，想开
车又限行了，还好60多条公交免费了，咱成都市民
的回复，也是满满的理解与支持呢。

其实，为了保驾护航，一线的工作人员，更是辛
苦了！在高温天气下保驾护航的警察、累晕倒的服
务员、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供电局员工，移动、联通、
电信的通信车一直在现场驻守着，医疗保障人员随
时待命……

每天为了G20付出的工作人员，吃的盒饭都这
么多：7月20日累计提供工作餐2376份，7月21日
6252份，7月22日5927份……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这种高大上的国际
会议，之于成都的重要性和深远影响，不容小觑！

成都会更有国际范儿！能吸引更多的项目资金
人才！世界会感受到成都的包容和魅力！

以后，全世界会有更多人知道，四川不只有大
熊猫，还有我们许许多多可爱的成都人！许许多多
在各个岗位上坚守职责的人！你和我，每一个成都
人，不仅为这一次会议默默奉献，还将继续为成都
的发展出力！ 成都商报

收到这封感谢信

我的心
暖暖的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
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
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
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
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
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

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
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开展严肃认真的党
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
优势。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
好的，同时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
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综合分析，有必要
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
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
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
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

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
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示范。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2003年颁布施行以来，发挥了积极
作用。同时，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条
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显现
出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提供了重要遵循。这
几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
党，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

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修订工作时机成熟、
条件具备，应抓紧抓好。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宏观政策要稳、
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
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通过
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
政策，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走势，实现

“十三五”良好开局。 下转02版

30万美金可以做什么？四川内
江妹子陈静娴打算，通过筹集来的
30万美金完成一次环球飞行。这并
非天方夜谭，陈静娴决定在本月底
或下月初开始环球飞行之旅，预计
两个月时间驾驶单引擎飞机跨越四
个洲13个国家。

陈静娴并非专业飞行员，事实
上，她的本职是律师，业余爱好飞行。
昨 日 ，成 都 商 报 记 者 通 过 AO-
PA-China（国家民航局主管的中国
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确认，
陈静娴与另一名中国女飞行员几乎
将同时开飞，哪位率先完成飞行，就将
是中国第一位环球飞行的女飞行员。

美国留学时拿到私人飞机驾照

陈静娴2011年前往美国纽约留
学，2012年开始飞行训练，2013年年
底拿到美国私人飞机驾照。陈静娴
飞过纽约周边、康涅狄格州、波士
顿，去冰岛时还飞过喷发中的火山。

今年年中回国，陈静娴下定决
心准备环球飞行。“小小的飞行火种
在什么时候开始点亮？应该是圣埃
克苏佩里。”陈静娴在朋友圈写道，
圣埃克苏佩里是畅销全球的童话

《小王子》的作者，本身也是位飞行
员，“愿我能看到他飞越过的景色，
愿我能触碰他经历过的人生。”

对于环球飞行的决定，陈静娴
的家人最开始并不赞成，“开始家里
人很紧张，慢慢也尊重我、理解我。”

生活中的陈静娴是一名律师，
现在就职于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上
海代表处，还曾翻译出版《美国通用

航空法》。作为内江人，陈静娴希望，
“能飞回来看看，俯瞰大地。”

租赁飞机曾被20个公司拒绝

资金不够，陈静娴只能租赁小
飞机。“很多飞机租赁公司都不敢
接，前前后后我被20家公司拒绝
过。”最后，美国一位飞机机主同意
借飞机给她，并成为她的备用安全
飞行员兼任机械师，同时这名机主
还引荐了一名安全飞行员，加上一
位女性学生飞行员充当行政助理和
摄影师，4人团队就此组成。

相较于双引擎飞机，单引擎飞
机操作难度更大，此外由于飞行高
度低、速度慢、距离短，“不能像民航
客机那样一口气从美洲飞到亚洲，
而是要采取‘跳岛’的方式。这样的
旅程，就算对于专业飞行员来说也
是艰难的挑战。”陈静娴说。

若信号允许将做全程直播

她的环球飞行定于本月底或8
月初出发，历时两个月，跨越四个洲
13个国家，将飞越广袤的海洋，连绵
的雪山与冰川，荒无人烟的丛林与
沙漠，甚至包括大片战乱隐患地区。

飞机上，除了必要的救生、求生
装备外，食物、帐篷、睡袋都必不可
少，陈静娴还打算带上摄像机、摄像
头，“若信号允许做一个全程直播。”

对于此次航行的花费，陈静娴
估计，四人整体预算在20万到30万
美元左右，“这可能是史上最省钱的
环球飞行了。”陈静娴说。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严诗琪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军民融合十条”完成起草

鼓励军民混合所有制改革
03

成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昨举行，主题为打通军民深度融合创新通道
市经信委首次透露了“军民融合十条”的主要内容，以及成都在军民融合领域的改革举措

挑战环球飞行
本月底或下月初出发，有望成中国首位环球飞行的女飞行员

计划两个月飞越四大洲

川妹子
专业律师
业余飞行员

川妹子陈静娴
现就职于一家美国
律师事务所上海代
表处。2011年她前
往美国纽约留学，
2012年课余开始
飞行训练，2013年
年底拿到美国私人
飞机驾照。

飞越海洋
雪山与沙漠

她的环球飞行
计划初定本月底或
8月初出发，历时2
个月，跨越四大洲
13个国家，将穿越
广袤的海洋，连绵
的雪山与冰川，荒
无人烟的丛林与沙
漠，甚至包括大片
战乱地区。

这并不是说这并不是说，，我热爱冒险我热爱冒险。。这说这说
法太过激烈了法太过激烈了。。我知道自己喜欢我知道自己喜欢
什么什么。。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 ——7月18日，陈静娴在朋友圈如是说。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通
过中国民用航空局主管的中国航
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AO-
PA-China）有 关 人 员 了 解 到 ，
AOPA-China已获悉此事。“目前
还没有中国女飞行员完成环球飞
行，但即将有两位女飞行员几乎
同时开飞。”AOPA-China有关人
员确认，其中一位申请者就是陈
静娴。

按照国际航空协会规定，环球
航行距离必须超过北回归线或南

回归线的长度（36787.7公里）。
“中国环球飞行第一人”是陈

玮，2011年5月22日，陈玮驾驶单引
擎轻型飞机从美国出发，历时70余
天飞越了21个国家和地区。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辗转联系上陈玮。据
悉，2年前，陈纬曾设立奖项，奖励
中国第一个完成环球飞行的女飞
行员100万元人民币。这一次，两位
即将出发的女性，哪一位率先完成
飞行，就将是中国第一位环球飞行
女性飞行员。

中国首位环飞女性将获百万重奖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
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下一阶段央
企重组的重点工作。

意见对不同领域的央企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总
体来看：有保、有进、有退、有合。在重要行业和关键
领域要保持控制力，在有竞争潜力的竞争性领域要
积极进入，在非优势领域要逐渐退出，在一些领域
做到专业化整合。

在要保持控制力的领域巩固加强一批。意见明
确，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的
中央企业，要保证国有资本投入，保持国有资本控
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

在有竞争潜力的领域，要创新发展一批。意见
指出，搭建调整重组平台、科技创新平台、国际化
经营平台，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增强中央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的能力。

在非优势领域，要清理退出一批。意见明确，通
过大力化解过剩产能、清理处置长期亏损企业和低
效无效资产、退出不具有发展优势的非主业、剥离
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措施，解决
好“退得出”的问题。这将使僵尸企业等需要退出的
资产加速退出。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还提出，要重组整合一批。
推进中央企业强强联合、中央企业间专业化整合、
中央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和并购重组，实现国有资本
优化配置。

实际上，自去年开始，央企的重组力度不断加
大，已开始了多起央企重组，如武钢与宝钢重组、中
冶和五矿重组等。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今年年内
央企数量有望整合到百家以内，发生在央企内部的
重组则更多。 （新华社）

央企结构调整与重组
路线图明确

从美国纽约出发，途经加拿大，北上格陵兰岛，入境英国，南下西班牙，进
入埃及，再横穿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带，降落在阿联酋，经巴基斯坦入印度，跨
孟加拉湾入泰国，再飞来中国，随后飞往日本冲绳，经神户、札幌，再进入俄罗
斯堪察加半岛，沿阿留申群岛回到阿拉斯加，最后南下进入美国本土。

环球飞行，川妹子陈静娴准备好了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静娴的飞行路线

据新华社电 国家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26日宣布，启动
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防御今年第
3号台风“银河”。

国家防总会商认为，台风“银

河”在向海南东部海面靠近途中，
将在其加强期以热带风暴级正面
登陆，穿过海南岛进入北部湾海
面，强度仍将继续加强。预计台风

“银河”可能在广西北海至防城港

一带沿海再次登陆，抵达滇桂边
界，并可能深入内陆影响云南、贵
州、四川和重庆。目前，国家防总
已派工作组协助开展防汛防台风
工作。

将在海南登陆并可能深入内陆影响云贵川渝

国家防总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

巩固加强一批
创新发展一批
重组整合一批
清理退出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