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大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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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7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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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发代号 61-604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多云 21~32℃ 南风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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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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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0期 总编辑 李少军 值班副总编辑 李若锋

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农历己亥年五月初十

三大发布 拓展国际合作空间
三项签约 为新经济注入力量

2019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开幕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开幕

国际合作
增强成都新经济发展的显示度

开幕式现场进行了3项重要发布。
第6届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的成都赛区

比赛在现场启动。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徐
永吉介绍，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在华设立13
个分赛区，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交
通、能源等可持续领域，邀请中美青年团队
通过合作，利用创新设计理念和前沿科技
打造具有社会效益和产业价值的全新产品
或应用。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介绍，今
年大赛吸引到2000支中美青年团队、超过
6400名中美学生参赛，中美学生将在大赛
中彼此启发、相互协作、共同创造。

作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也在创交会期间增强中欧合作。为了
吸引更多的欧洲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大
型企业来蓉建立分支机构和总部基地，开
展研发、制造、服务等多方面多形式的合
作，成都将与欧洲在商界和学界牵手。

本届创交会上，柏林初创企业博览会
唯一海外场将正式落户成都。这一欧洲最

大初创企业博览会将和成都建起一个开
放性国际创新平台，广泛深入推进成都与
欧洲的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促成符
合双方利益的机会，推动发展，其中包括
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欧盟委员会地区
总司特别顾问霍尔透露。

此外，由央视制作的大型人文类科技
纪实纪录片《新经济在中国》在开幕式现
场举行了开机启动仪式。

中视实业战投经营管理部主任张帆
在谈到为何选择成都作为拍摄首站时表
示，成都的新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做到了
全国前列，从全国范围来看具有显示度，

“从全国第一个成立新经济委、新经济发
展研究院，到‘给优惠’变为‘给机会’，再
到丰富的人才储备，成都的新经济发展具
有代表性。”

资本汇聚
探索金融助力新经济发展创新路径

在随后的签约仪式上，3个重大共建
项目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标志着西部金

融中心服务西部大开发的功能更加完善，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更加强劲。

上海证券交易所、四川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成
都市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
于共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西部
基地协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都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共建国家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成都基地合作协议》。成都市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管理委员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建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服务基地合作协议》。

记者了解到，成都依托国家西部金融
中心建设，将资本作为新经济发展中的核
心要素，针对新经济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
加快新经济创投资源汇聚，搭建新经济企
业与资本对接的桥梁，打造新经济发展的

“风口”。政府金融研究机构的设立，将探
索成都金融助力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创
新路径。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相关报道见03版

■共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
市场服务西部基地

■共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成都基地

■共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服务基地

一年一度的创交会已经走
过了4个年头。4年来，创交会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品牌知名度
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全球创新创
业资源汇聚、融合、对接的重要
平台，推动了全球创新创业资源
在成都汇聚、融合和对接，也逐
步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
经济展示和交易平台。

来到第5年，创交会有哪些
新意？昨日上午，主题为“新经
济新生态新场景”的2019成都
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在世纪城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式。国
家部委、国际友城使团及国际
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代表、国内
外知名院校代表、全球知名企
业及投资机构代表共聚一堂，
讨论关于创新发展的时代命
题，用前沿的思想和观点进行
交流与碰撞。

■ 锤炼干净担当的忠诚之志，涵养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
■ 坚持问题导向，用好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坚持刀刃向

内，敢于揭短亮丑
■ 领导干部要坚持走在前列、当好表率，先学一步、深学

一层，先改起来、真改实改，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一手抓主题教育，一手抓事

关全局的五项重点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6月
11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
坛大会在青岛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
是全人类共同愿景，也是共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全球卫生事业，是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博鳌亚洲论坛一直致力于促
进亚洲以及世界的共同发展和人
民福祉，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在这

方面的又一重要努力。希望大会
能够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和共识，
交流互鉴，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和
健康产业发展，促进卫生健康领
域国际合作，为全人类健康福祉
作出贡献。

■第6届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成都赛区启动比赛

■柏林初创企业博览会
唯一海外场将落户成都

■纪录片《新经济在中
国》在成都开启首站拍摄

三
项
签
约

习近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成都日报社论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和合共生，同舟筑
梦。昨日，2019成都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举行。来自
22个国家、25个城市和国际组织的嘉宾齐聚成都，共
话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出席
论坛，并作题为《从对话走向合作 开辟崭新的城市可
持续发展之路》的主旨发言。

罗强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和朋友表示热烈欢
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契合世界上绝大多数
国家共同诉求。当前，人口日益集中、资源日益减少、
环境约束趋紧等系统性危机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想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走“产
业结构优、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质
量效益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成都作为联合国人居
署发布的首批五个“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之一，
正全方位推进创新工程，以理念创新、规划创新、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可持
续发展离不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础的国际合作，
更离不开真诚互信、志同道合的伙伴。真诚希望各友
城、国际组织与成都一道，全面加强多领域务实合作，
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往来，从金融互通到资源共享，共
同为城市转型、社会进步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深化
人文交流，共同建立互学互鉴、和谐共生的开放体系，
共同创造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携手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论坛上，韩国大邱、以色列特拉维夫、美国奥斯
汀、土耳其伊兹密尔、世界智慧可持续城市组织、墨西
哥梅里达、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波兰罗兹等城市和组
织代表先后登台作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分享各自在
创新与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做法。部分嘉宾作交流发
言，共商城市可持续发展之策。

本次论坛整合成都丰富的友城资源，为与会城
市、国际组织提供了互学互鉴平台，对持续扩大成都
对外交往，推动深入开展城市合作、促进中外地方交
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牙买加金斯敦市市长德尔罗伊·威廉姆斯，斯里
兰卡科伦坡市市长罗茜·森纳那亚克，越南岘港市人
民议会主席阮儒忠，韩国大邱市市长权泳臻，世界智
慧可持续城市组织秘书长李京烈；副市长牛清报，市
政府秘书长周先毅，以及130余名来自成都国际友城、
友好合作城市、友好交流城市、世界智慧可持续城市
组织等城市和组织的嘉宾代表参加论坛。

从对话走向合作
开辟崭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9成都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举行

罗强出席并作主旨发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们党
在全国执政第70个年头。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这是对我们党本质属性、根本宗旨的
时代宣誓，也是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公仆情怀的深
刻检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从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实现
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深刻阐述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鲜明
提出了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为开展
主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新时
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暨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我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进行了全面安排。成都是全国第一批
开展主题教育的特大城市，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
求，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也是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具体行动。初心如磐，使命如山。我们一定要牢
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勇担使命、敢于作为，在
扎根人民、造福人民的新起点上继续迈进。

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政治责任和行动自觉。“以百姓心为
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
党的恒心”。作为全国第一批开展主题教育的特大城
市，我们要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必须始终
怀抱为全体市民创造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贡献城市
担当的初心和使命，全面提高政治站位、广泛凝聚思
想共识，全身心投入主题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四川及成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锤炼干净担当的
忠诚之志、涵养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坚定不移推动
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奋力
实现建设现代化新天府的历史使命。

要聚焦目标任务，全面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我们必须始终不忘思想导航这一优良传统，在理论学
习上有收获；始终不忘坚定信念这一根本要求，在思
想政治上受洗礼；下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侯初
初） 6月11日，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范锐平出席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全会精神，紧密结合
成都实际工作，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更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以大城崛起助
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翟占一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唐川平，市政协主席李仲彬，省委第
一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刘国强，市委副书记
朱志宏出席。

范锐平在讲话中说，在全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践
行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高
度，为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化思想认识，深
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及成

都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锤炼干净担当
的忠诚之志，涵养一心为民的赤子之心，
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
策部署落地落实，奋力实现建设现代化新
天府的历史使命。

范锐平强调，要聚焦目标任务，全面
落实“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
总要求，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效
果。要始终不忘思想导航这一优良传统，
把学习贯彻新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做到在理论学习
上有收获；要始终不忘坚定信念这一根本
要求，讲政治守规矩，学出坚定信仰、行动
自觉，做到在思想政治上受洗礼；要始终

不忘推动发展这一第一要务，直面新形势
新任务新挑战，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科学
发展，做到在干事创业上敢担当；要始终
不忘人民至上这一价值取向，对标先发城
市，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做到在为民服务
上解难题；要始终不忘从严治党这一政治
责任，守底线、用好权、担实责，做到在清
正廉洁上作表率。

范锐平强调，推动主题教育有力有序
有效开展，要加强工作统筹，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全过
程。要系统学习新思想、分类研究新思想、
对表贯彻新思想，聚焦重点、丰富形式，结
合调研带头学习宣讲，真正增强党性、提

高能力、改进作风、推动工作。要坚持问题
导向，结合当前工作，着眼落实中面临的
实际问题，用好调查研究这个法宝，深化
决策调研、政策调研、督导调研。要坚持刀
刃向内，立标尺、找参照、明差距，对照初
心使命，深刻检视剖析，做到开门开放听
意见，敢于揭短亮丑，见人见事见思想。要
强化严查实纠，将各类问题统筹起来，列
出清单、落实责任、明确时限、逐项整改，
通过整改落实体现和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范锐平强调，开展好主题教育是当前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提
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促指
导。要压实主体责任，突出示范引领，领导
干部要坚持走在前列、当好表率，先学一
步、深学一层，先改起来、真改实改，坚决
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抓好督促指
导，从实际出发，鼓励探索创新，防止一刀
切、一锅煮，紧盯重点工作，细化实化具体
措施，不达标准绝不放过。要大力宣传党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宣
传身边可信可学的先进典型，推广可复制
可普及的好经验，形成学先进、当先进的
良好风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加强统
筹兼顾，确保部署真落实、问题真解决、市
民真满意。 紧转02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以大城崛起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范锐平在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以大城崛起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翟占一讲话 罗强唐川平李仲彬刘国强朱志宏出席

2018年，成都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1.53万亿元，总量
居中国大陆城市第八、省会城
市第二；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22件，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突破1万亿元，“双创指数”
位列全国第四，创新已成为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创业已成为成都努力奔跑、追
梦逐梦的新风尚，包容开放的
创新创业生态已经蔚然成势。

成都创新创业生态
已蔚然成势

02

永葆初心 接续奋斗
奋力实现建设现代化新天府的历史使命
——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侧记

成都在创交会期间增强中欧合作，柏林初创企业博览会唯一海外场将正式落户成都 摄影记者 王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