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编委办 86510190 要闻部 86510224 经济新闻部 86789546 证劵新闻部 86510725 文化新闻部 86616764 体育新闻部 86513274 房地产事业部 86611300 新闻中心 86789342 广告部 86787449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小雨 16.5℃~24.2℃ 南风1~2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7813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李若锋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农历丙申年九月十八

“首次隔年举办的西博会以
‘中国西部·世界机遇’为主题分
两段举行，第一段为11月3~6日，
第二段为11月10~14日，均在成都
新会展举行。”昨日上午10时，在
北京召开的第16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透露，本届西
博会将策划组织10项重大活动及
60项专项活动，展览总面积约20
万平方米。目前，88个国家（地区）
的嘉宾确定出席，16个国家将设
立国家馆，国家馆数量为历届西
博会之最。

国家馆数量创历届之最

发布会上透露，目前邀请到
的88个国家（地区）的嘉宾中，已
有4位现任外国国家领导人、3位
前政要、9位部长级官员，以及4位
国际组织负责人、10位国际商协
会负责人基本确定出席。主宾国
德国副总理兼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长加布里尔将率约150人组成的
高规格代表团出席。预计境内外
嘉宾客商逾6万人，其中境外嘉宾
客商逾2万人。

本届西博会进一步突出“一带
一路”国际交流合作，包括我国在
内，共有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
家企业确认参展，其中近三分之一
为境外企业，参展面积达5.2万平
方米，16个国家将设立国家馆，国
家馆数量为历届西博会之最。

国内28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也已
确定组团参展。四川省21个市州
均将组团参展。宝马、戴姆勒、麦
德龙、谷歌、DHL、中航工业、华
为等一批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
确定参展。

首次设立VR/AR展区

省投资促进局已经提前开展
项目对接，省内市州将结合实际举
办内容丰富的投资推介活动。采购
商大会拟举办西部公共采购大会、
跨境采购大会、首席采购官沙龙、
电子商务采购节等近30项活动，举
行40多场大型专场对接洽谈会，以
及若干场小型及“一对一”贸易配
对洽谈，专业观众逾千人。

组委会还将邀请知名专家和
龙头企业参加应急产业、通用航
空、智能汽车、电子商务、平板显
示、智能制造-工业4.0中德论坛
等专业活动，针对性安排市（州）
考察活动，服务四川产业发展，扩
大行业影响力。

本届西博会首次设立了VR/
AR展区。届时，将围绕游戏、影
视、动漫等应用方面，对虚拟现实
头盔、VR眼镜等产品进行现场经
验交流。在现场体验区，还将重点
展示全球顶尖VR技术及各应用
领域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北京报道

第16届西博会
11月3日开幕

88个国家（地区）的嘉宾已确定出席，16个国家将设立国家馆

■ 昨日7时30分，火箭点火升空
■ 575秒后，船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航天员送入太空
■ 飞船入轨后，先进行约2天的独立飞行
■ 12时56分，飞船成功实施第一次远距离导引控制，抬高了近地点高度
■ 为了追赶万里之外的天宫二号，需要对飞船进行5次远距离导引控制
■ 明日，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
■ 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进驻天宫二号，完成为期30天的驻留

昨晨7时30分，长征二号F运载火
箭起飞。托举着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乘坐的神舟十一号飞船，从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飞入太空。575秒后，船箭分
离。约600秒后，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
道。7时49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
挥张又侠宣布：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明天，神舟十一
号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实现浪
漫一“吻”，两位属马的航天员将开启
中国航天员迄今最长太空驻留。

成都商报记者在距离发射架
1.5公里，也是最近的安全区域内，
见证了神舟十一号升空，并进行了
全程直播。

凌晨3点半，通往圆梦园的宇航
东路，已经聚集了上百名群众。戈壁
滩上的夜晚，只穿一件棉衣都无法
御寒。但他们仍怀揣热情，只为在路
边鼓掌加油。

4时20分左右，出征仪式在圆梦
园的问天阁举行，景海鹏、陈冬两位
航天员在接受检阅后，走出问天阁
向群众和媒体记者招手致意。

“出发。”随着张又侠一声令下，
两位航天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迈上了“特1号”车。

4时43分，6辆警用摩托开道，护
卫着载有航天员的车队，缓缓开往
发射架。

约5时许，成都商报记者赶到距
离发射架1.5公里的区域。这里地势
开阔，没有任何能够挡风的物体。一
些记者只能跑动取暖。

40分钟准备时，保护火箭的“手
臂”开始打开，火箭在转运完成一周
后，再次露出真容。

人群开始欢呼，争相与火箭合
影。随着零号指挥员“一分钟准备”
的口令下达后，现场立刻安静下来，
等待着最后的倒计时。

“10、9、8、7、6、5、4、3、2、1……”
洪亮的倒计时声音，强烈地刺激着
人们的神经。随着点火令下，火箭底
部喷出巨大的火苗，发出振聋发聩
的声响。火箭成功起飞。

发射结束后不到10分钟，成都
商报记者前往发射架下，发现火箭
基座已经变黑，但那棵著名的“树坚
强”，仍然屹立。这是距离发射架最
近的一棵树。每一次发射，它的树叶
就会被烧光。可等到下一次发射，它
又再次枝繁叶茂。人们称之为“树坚
强”，它在戈壁滩上顽强生长，犹如
这里的人们所具有的品格。

■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18日至21日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他行前在总统府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 谈到南海问题，杜特尔特表示，在对抗和谈判面前，菲律宾选择谈判。为一片
水域而起刀兵，毫不足取。

■“我外公就是华人，只有中国才会帮助我们。”杜特尔特很诚恳地说。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
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川南城际铁路内江至自贡至
泸州段施工图已获批，标志着四
川省主导的首条城际铁路进入全
线建设阶段。

据悉，川南城际铁路项目
由内江至自贡至泸州线、自贡
至宜宾线两段正线构成。内江
至 自 贡 至 泸 州 线 设 计 速 度 为
250公里/小时，自贡至宜宾线
设计速度为350公里/小时。设
内江北、三元、白马西、自贡东、
富顺、泸县、空港、泸州等8个车
站。线路长度约129公里，铁路
等级为客运专线，双线。

自贡至宜宾线正线起于川
南城际铁路内江至自贡至泸州
线规划建设的自贡东站，向南
经邓关后进入宜宾境内，再经
大观、临港工业区至在建的成
贵客专宜宾东站，全长约90.1
公里（双线）；联络线由唐家湾
隧 道 出 口 至 宜 宾 东 站 成 贵 站
场，全长4.683公里（单线）。自
贡 东 站 至 临 港 站 段 设 计 时 速
350公里，临港站至宜宾东站段
设计时速250公里，联络线设计
时速120公里。全线共设车站5
座，分别为自贡东站、邓关中间
站、大观中间站、临港中间站、
宜宾东站。

川南城际铁路全线开建

菲律宾总统今起访华
为一片水域而起刀兵，毫不足取

马到
成功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王毅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天宫二号
部分空间实验“首战告捷”

先期进入太空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已在轨运行1个多月。目前部分实验
已获取了一批相关典型区域图像和科学实验数据。

空间冷原子钟 它是国际上第一台空间运行的冷原子钟，可以使飞行器自
主守时精度提高两个量级。目前实验成功进行了冷原子的冷却、抛射、选态、微
波相互作用和探测，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微重力环境下冷原子钟信号。

对地观测仪器 这些仪器主要用于从太空中“感知”地球。三维成像微波高
度计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海面三维形态的星载干涉观测成像，同时获取了黄河
流域部分河段、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田河流域沙漠的三维形态。

空地量子密钥分配试验 该试验将在基于载人航天空间平台上实现天-地
量子密钥传输试验，以及业务数据天地激光通信。目前已成功实现天地双向跟
瞄，稳定性良好，跟踪精度满足要求。

伴随卫星 它是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的“守护者”和“自拍神器”。目前完
成了在轨贮存期间巡检。 据新华社

更多相关报道见02、03版

神舟飞天 明吻天宫
成都商报记者最近安全距离观看神舟十一号发射

大型交响套曲
《长征》昨晚成都首演

06 07

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升空

两名航天员景海鹏（右）和陈冬在任务节点顺利完成后相互握手 新华社发

09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市委书记唐良智会见了成都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谭书敏、校长倪
师军一行。

唐良智说，近年来，成都理
工大学人才建设成绩突出、学科
建设发展快速，为成都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成
都面临多重发展机遇，正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迫切需要在蓉
高校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持。
希望成都理工大学进一步发挥
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推进市校

深度合作发展。市委、市政府将
竭力为包括成都理工大学等在
内的在蓉高校发展提供服务，以
一流精神区位，努力营造良好环
境，携手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

谭书敏、倪师军表示，成都理
工大学将主动对接成都重大战略
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一
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更好服
务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市长
助理韩春林参加会见。

以一流精神区位
推进市校深度合作
唐良智会见成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谭书敏、

校长倪师军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罗强会
见了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乐斌一行。

罗强对国科控股长期以来对
成都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国
科成都战略新兴产业国际创新孵
化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成
都科技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氛围
浓厚。国科控股资金实力雄厚、科

研创新能力强，希望双方继续深
化务实合作，高效推动重大科技
成果落地转化。

吴乐斌表示，成都高新技术产
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基础好、前
景广阔，国科控股愿将更多优质项
目布局成都，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中科院成都分院党组书记王
学定，副市长苟正礼，市政府秘书
长张正红参加会见。

务实高效 携手推动重大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罗强会见国科控股董事长吴乐斌一行

四川日报讯（记者 张宏平 张立东
吴浩）10月17日上午，四川省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成都隆重举
行。省委书记王东明出席大会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大会。省政
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书记刘国中，西
部战区副政委兼政治工作部主任何
平，成都军区善后办政委刘念光，西部
战区副司令员兼西部战区空军司令员
战厚顺出席大会。

大会在激昂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王东明发表讲话，代表省委、省人

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向为
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献身的红军
先烈，表示深切怀念！向在座的和所有
功勋卓著的红军老战士，向为长征胜
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各族人民特别是革
命根据地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川部队全体指战员
和武警官兵，表示亲切慰问！

王东明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
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

气概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
苦难辉煌、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长征
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革命战争的卓越能力，充分体现了红军
将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
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开创了中国革
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崭新局面，为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必将
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四
川这方红色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英勇
人民，与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紧密相
联，四川是红军长征路程和时间最长、
经过地域最广、自然环境最险恶、党中
央召开重要会议最多、开展民族工作成
效最显著的省份，英雄的四川人民为夺
取长征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王东明强调，在气吞山河、可歌可
泣的伟大征程中，广大红军将士用鲜血
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
神是我们党和军队优良传统、优良作风
的高度凝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
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最高
体现。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只会随
着岁月的推移更加显出夺目的光芒；长
征精神永远不能丢弃，无论我们行进到
什么历史阶段都必须更加发扬光大。当
前，四川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处在决胜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的关
键时期。实现“两个跨越”奋斗目标，必
须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以更加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埋头苦
干，在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的新征程中
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王东明强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
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听党话跟
党走。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把爱
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
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对党绝对忠诚、高
度信赖。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
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
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始
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落

实“四个服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确保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四川不折不
扣得到落实。

王东明强调，弘扬伟大的长征精
神，必须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始终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始终保持对远大理想、奋斗目
标的清醒认知和无悔追求。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始终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坚定“四个自信”，始
终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
实践者。 紧转02版

四川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奋力谱写中国梦四川篇章

王东明发表讲话 尹力主持 柯尊平刘国中何平刘念光战厚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