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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以前“生产过程中产生巨大噪
声，运输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灰尘。”

现在 噪声、灰尘等已得到有效
控制；同时整改也促使企业采用远程
监控生产线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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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2日宣布：应巴布亚新几内
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和总理奥尼
尔、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桑纳
尔、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杜特尔特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
15日至21日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
访问，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
国领导人会晤。

其间，应巴布亚新几内亚独

立国总理奥尼尔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出席
在巴新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
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澳门各
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
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
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
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继续以真挚的
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国家
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乘势而上，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澳
门更好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篇章。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会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以及部分访问团成员先后发
言，表达了对改革开放道路、“一国两
制”的高度认同。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
和“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
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
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
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我
们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香港、澳门

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中的定位，支
持香港、澳门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培
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
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4点希望。
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面

开放。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加强，不
会减弱。希望香港、澳门继续带头并带
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家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特别
是要把香港、澳门国际联系广泛、专业
服务发达等优势同内地市场广阔、产
业体系完整、科技实力较强等优势结

合起来，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
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
科技中心，加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努力
把香港、澳门打造成国家双向开放的
重要桥头堡。

二是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们
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
策。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

“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
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
要素流通。香港、澳门也要注意练好内

功，着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是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

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已纳入
国家治理体系。港澳同胞要按照同“一
国两制”相适应的要求，完善特别行政
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
机制，提高管治能力和水平。

四是更加积极主动促进国际人文
交流。香港、澳门多元文化共存，是中
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要保持香港、
澳门国际性城市的特色，利用香港、澳
门对外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传播中
华优秀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好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香港故事、澳

门故事，发挥香港、澳门在促进东西方
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等方面
的特殊作用。

习近平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
年强则国家强。要为港澳青年发展多
搭台、多搭梯，帮助青年解决在学业、
就业、创业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创造有利于青年成就人生梦想
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最后强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港澳同胞大有可为，也必将
带来香港、澳门发展新的辉煌。全体中
华儿女要同心协力、坚忍不拔，风雨无
阻、勇往直前，矢志实现我们的目标。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

青羊建设“首善之区”

列清单解决103个问题
近半数将在年底完成

“生产过程中产生巨大噪声，
运输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灰尘。”去
年8月，有群众投诉四川良益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环保问题。

该公司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
繁镇，镇政府及区级各相关部门
分别约谈了该企业的生产经理和
现场负责人，要求企业全面整改，
高标准落实环保及绿色生产相关
要求。

那么整改效果如何？近日，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前往该公
司探访，发现噪声、灰尘等已得到
有效控制；同时，整改也促使企业
采用远程监控生产线等措施，走
向转型升级。

抑尘 雾炮自动冲洗

记者驱车行至该公司大门，
一台雾炮机就不停转动，喷出水
雾，以减少车辆进出产生的灰尘。
这时，一辆搅拌车开出来了，刚到
门口，车辆自动冲洗装置便感应
到了，对车身车轮进行冲洗。水量
由小到大，再变小，车辆冲洗完后
再上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随
后看到，其实在出门之前，这些搅
拌车就在公司场地内，由驾驶员
用水管对卸料槽进行了人工冲
洗。“我们在卸料槽下还装了收集
盒，避免混凝土沿途滴漏”，该公
司副总经理唐聪介绍说。

当天并未下雨，但进门之后，
场地内地面还是湿的。唐聪表示，
这是为保持场地湿润、降低粉尘
洒了水，夏天最高峰一天洒水40
次，“地下不能干”。在储存砂石材
料的料仓，也不时有水雾喷洒下
来。原来这里已经实现自动喷淋
系统全覆盖，根据系统感应的灰
尘情况，200余个喷头自动喷淋。

唐聪告诉记者，在生产过程中，由
于增加了两台主机收尘装置，对
搅拌混凝土产生的灰尘进行回
收，设备内部也不产生灰尘。该公
司还安装了扬尘在线监控设备，
PM2.5和PM10数值受市级主管
部门实时监控。

转型 远程监控生产线

“搅拌楼封闭了，我们的职工
如果还照旧在内生产，会因噪音
太大而受不了”，唐聪介绍说，出
于保护职工的考虑，所有人员撤
出，采用远程监控。在监控室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
现在两条生产线就只有各1名操
作工。同时，8块监控屏上滚动显
示生产线内部、污水处理系统等
地的实时画面。

唐聪表示，此次整改投入很
大，但为了绿色生产和企业长期
发展，应该投入。“有投入，也有收
益”，据其介绍，除了环保方面受
益，企业也得到真真正正的收益，
由于升级改造后的设备零排放全
回收，固体废弃物减少，节省了开
支、节约了资金。

新繁镇政府经发办主任陈小
民对该公司整改效果表示了肯
定，“相对于过去，噪音大大减小，
湿化作业也很好控制了粉尘，企
业生产效率提高”。他表示，未来
将加大管理力度，促进企业提高
工艺水平，再提档升级。

叶女士住在该公司大门口的
马路对面，她对环保整改效果比
较满意，称几乎听不到生产的声
音。她认为，企业带动经济发展
的同时，又能绿色环保就最好不
过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立足总部经立足总部经
济现有基础济现有基础，，青羊青羊
如何下好高质量如何下好高质量
发展先手发展先手棋棋？？

■■坐拥坐拥““千年蜀千年蜀
都都””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如如
何推进文化资源何推进文化资源
转化转化？？

■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副研究员姚毅

“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青
羊有多个方面的优势。”成都市社
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姚
毅长期关注青羊的发展，对青羊在
文创、总部经济、军民融合、创新创
业、城市有机更新等方面的发展情
况都有充分了解。

他分析称，青羊创新发展优势
突出，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创
新资源的盘活、体制机制的优化、
重大创新载体的培育等方面都有
突出成绩。以少城视井为例，借力
原四川电视台旧址，通过创新运
营，现在已经集聚了多家国际国内
知名的影视娱乐企业，成为国内潜
力巨大的文创基地。

其次，青羊坐拥“千年蜀都”的
诸多文化资源，人文魅力突出，在
成都建设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巨
大机遇面前，青羊如能做好区域文
化资源、文化底蕴的统筹规划和开
发，成为“排头兵”大有可为。

此外，姚毅还长期关注到青
羊总部经济集聚区的发展情况。

“青羊的目光很准，先人一步发展
总部经济，现在收获的就是首屈
一 指 的 区 域 带 动 力 、国 际 竞 争
力。”姚毅建议，在谋求高质量发
展的过程中，青羊要关注开放型
经济发展，以国际化视野发展新
经济、培育新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
友莉 青羊区供图

整改环保问题
促进公司升级

专家
观点

坐拥文化资源
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

通过青羊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青羊区现场办公会会议精神任务清
单》可见，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目
标，青羊已经明确了16项。其中，有的
目标已经完成，如制定完善《成都市青
羊区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攻坚
实施计划》；其余的目标也已经倒排上
时间表，“加快推进成飞·青羊军民融
合创新中心建设”、“完成《青羊区加快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实施办法》的第一
次申报、兑现工作”、“积极推进中国商

飞上飞院（成都）机头设计中心挂牌”、
“加快推动骡马市-太升路、金沙-光
华等传统商圈转型，制定商圈建设提
升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等近半目标都
计划在2018年12月完成。

“目前，总投资 38 亿元的总部经
济基地建设项目进展顺利，招商工作
也已对外启动，集聚区增加了约 102
万平方米载体，为区域未来发展腾出
了更多空间。”青羊总部经济集聚区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现场办公会上指出，青羊区聚集
了中心城区约70%的文博资源，但文
博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有限，潜力
挖掘不充分带来优势减弱。青羊区正
在以一个一个项目的推进，努力改变
这种状况。在光华大道上，成都国际非
遗创意产业园开足马力，推动园区内
五洲情组团、世纪舞601等两个新项目
的建设和招商。2019年，第七届成都国
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将在非遗创意产
业园举办，开展“非遗民俗手工互动”

“特色非遗体验”等活动。在此之前，五
洲情组团、世纪舞601两个组团即需要
完成建设，具备待客能力。

全力争当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排头
兵，青羊计划完成的目标当然不止这一
个。如何打造“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
到浣花溪”的寻香道，如何建设宽窄巷、
祠堂街、皇城坝遗址、文殊坊等文旅地
标项目，如何推进锦城绿道、熊猫绿道、
锦江绿道青羊段等生态旅游项目……
都有了完成的最后期限，值得我们期待。

针对现场办公会上的问题，青羊
用一场专题会来讨论解决办法。“青羊
区将正确认识、科学应对城市转型带
来的动能接续不稳，宏观环境变化带
来的投资下滑，空间优化调整带来的
城区‘空心化’，潜力挖掘不充分带来
的优势减弱等问题。”青羊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深入贯彻落实现场办公会精
神，青羊将自觉担当“首善之区”政治
责任，努力为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和
世界文化名城作贡献。

将思想转化到行动上。现场办公会

后，青羊区系统开展了发展战略研究，
聚焦巩固持续优化的承载空间、千年积
淀的历史底蕴、高端集聚的资源要素、
宜业宜居的城市环境等“四大优势”，梳
理形成“141”贯彻落实方案：将实施1个
战略研究、落实4大重点任务、做强1个
保障体系。其中，将以修订完善《青羊区
发展战略规划》为核心，编制成都中心
金融商务服务集聚区总体规划等；落实
4大重点任务则将落在全力完成打造和
谐宜居生活城市样板区、争当世界文化
名城建设排头兵、精准推进高质量发
展、深化社区发展治理等几个方面。

11月12日上午，“双11”的热
浪还未褪去，青羊总部经济集聚
区内，进驻“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的企业在庆祝战果，另一些企
业开始了日常的忙碌——他们是
入驻这里的各家企业总部——瞄
准新经济产业高端，363家入驻
企业全心投入到新一天、新一周
的工作中。

一个月前，10月13日，市委
主要领导带队前往青羊区现场办
公，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座
谈交流等，深入了解青羊区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推
进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发展面临
的突出矛盾问题。青羊总部经济
集聚区是其中一个调研点位。

立足总部经济现有基础，青
羊如何下好高质量发展先手棋？
坐拥“千年蜀都”文化资源，如何
推进文化资源转化？……在现场
办公会上，一个一个问题被抛给
青羊区。

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青羊区获悉，青羊区自觉
担当“首善之区”政治责任，召开
专题会，梳理形成“141”贯彻落
实方案，即实施1个战略研究、落
实4大重点任务、做强1个保障体
系。目前，青羊区《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青羊区现场办公会会议精
神任务清单》已经拟定，103个具
体问题有了解决时间表。

直面问题系统谋划 全面落实四大重点任务

非遗产业园内 两大项目即将建成

总投资38亿 总部基地建设加快推进

在成都与世界之间 架起一座时尚天桥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今日开幕

青羊总部基地

四川良益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大门，一台雾炮机喷出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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