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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5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继
续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致闭幕辞。会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下午5时许，峰会落下帷幕。习近
平在闭幕辞中指出，通过热烈而富有
成果的讨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达成许多
重要共识。

第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
方向，规划路径。面对当前世界经济
的风险和挑战，我们要标本兼治，综
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
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向国际社会

传递二十国集团成员共促全球经济
增长的积极信号。

第二，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
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我们一致通
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支
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
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
层次、宽领域创新，推动创新成果交
流共享。我们决定大力推进结构性改
革，为全球增长开辟新路径，全面提
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第三，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
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
我们就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能
效共同制定了行动计划，就继续深化

反腐败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第四，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

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
世界经济。我们共同制定《二十国集
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
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
资指导原则》。期待在强劲的国际贸
易和投资推动下，世界经济将重新焕
发活力。

第五，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
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
全球。我们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
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第一次就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
定行动计划，将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为全人类共同发
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有必要
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
机制转型，从侧重短期政策向短中长
期政策并重转型。我们决心合力支持
二十国集团继续聚焦世界经济面临
的最突出、最重要、最紧迫的挑战，引
领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
包容增长。

习近平指出，在我们共同努力
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
了丰硕成果，画上了圆满句号。相信
此次会议将成为一个崭新起点，让二
十国集团从杭州再出发。

为世界经济规划路径 让G20再出发
习近平主持G20峰会并致闭幕辞

据新华社电 5日，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闭幕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会见中外记者。

习近平指出，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杭州峰会恰逢世界经济增长和

二十国集团转型的关键节点，受到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承载了各方
高度期待。各成员、嘉宾国领导人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围绕构建创新、活
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峰会主
题，就重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

世界经济增长与合作大计。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实现了预期目标。峰会之后，各方将
继续共同努力，积极落实和推进杭
州峰会各项成果，共同促进世界经
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

到“十三五”末，成都将建立
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系、应急
救援体系“三大体系”，全面提升
安全生产治理法治化、科技化、社
会化水平，建设成为国家安全发
展示范城市

关注
市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

对全市所有企业严格
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成都市“十三五”安全生产规划》日前出台 04

本报讯（记者 王伶雅）昨日
下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
人事事项，决定接受唐良智因工
作变动辞去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
职务，报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决定任
命罗强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并决定罗强为成都市人民政
府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于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于伟说，本次会议表决任命
罗强同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决定罗强同志为代理市
长，体现了市人大常委会对中
央、省委决定的坚决拥护和对罗
强同志的热诚欢迎。希望罗强同

志尽快熟悉成都工作，团结带领
市政府班子依法行政、改革创
新、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和国际化
大都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会议还表决任命钱小军为成
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于伟向钱小
军颁发了任命书。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侯
雄飞，副主任冷刚、赵小维、敖锡
贵、孙传敏、仰协，秘书长谢志迪
出席会议。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朱
志宏、市法院院长郭彦、市检察院
检察长吕瑶列席会议。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9月3日8时至5日8时，全市普降
小到中雨，局部地方大雨，个别
地方暴雨。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罗强就我市近期防汛工作作出
批示，强调：汛期尚未结束，仍
需高度警惕，要把防汛及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抓实抓好，确保
全市平安度汛。

昨日凌晨，罗强电话抽查
了我市防汛值守工作。今年1-8
月，我市已降水总量714mm，但
距 预 测 年 度 总 降 水 量 还 有
230mm左右。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
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近期有关脱贫攻
坚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
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唐良智主持
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罗
强，市委副书记李仲彬，市委常委朱志
宏、王忠林、刘仆、胡元坤、吴凯、王波、
罗相水、谢瑞武、廖仁松、王川红出席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
主席唐川平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
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

推向前进，把改革红利充分转化为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和国
际化大都市的强大动力。重点要做好
四个方面：

一要强化基础支撑。严把方案制
定质量关，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既注重顶层设
计，又紧密结合成都实际；切实把各领
域改革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加
快研究制定一批破解成都发展“瓶颈”
的改革事项，推动改革尽早见效、见到
更大成效。

二要注重系统集成。既要注重时
序性，蹄疾步稳推进改革，又要把握各
阶段改革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紧
密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文化
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这个目标，统筹

推进改革。
三要完善工作机制。按照中央和

省委改革部署，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
构建市委深改领导小组、各专项小组、
市级部门和各区（市）县“三层推进”、
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工作格局，确保
各项改革任务能够按照时间表、路线
图“按时推进、照图施工”。

四要严格督察落实。督促指导好
重点改革事项，列出清单，确保已经出
台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尚未推出的
改革事项加快推进。市级主要媒体要
把加强改革宣传作为一项常态化重要
任务，精心办好改革宣传专栏，重视发
挥新兴媒体作用，凝聚社会共识，助推
改革工作。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深刻领会省委书记王东明同志在甘
孜州和康定市脱贫攻坚座谈会、省
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落
实共享发展理念和惠民生、补短板
的着力重点，认真落实市委《实施意
见》，扎实推进，确保高标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一要突出工作重点。把简阳作为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按照“两年贫困户
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摘帽，三年纳入
成都高标准扶贫开发”的目标，确保高
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其他区
（市）县要抓好相对贫困村的扶贫开发
工作，确保如期实现高标准全面小康
的目标。

紧转02版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不断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唐良智主持会议并讲话

高度警惕 抓实抓好
确保全市平安度汛

罗强就我市防汛值守工作进行抽查并作出批示

唐良智辞去成都市市长职务
罗强任成都市副市长代市长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5日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

习近平指出，中日互为重要
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
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

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日关系仍
然不时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双方
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
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改
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
改变。 紧转02版

中日关系现在正处于
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