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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记
者 钟茜妮）8月29日，成都市委
再次听取部分区（市）县和市级
部门重点工作、重大项目、重要
环节“三重”工作推进情况汇
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进一步用好“三重”工作法，
抓重点、带全局、促落实，开拓
创新、主动作为，推动中央、省
委和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市委创新抓落
实，每月专题听取部分区（市）
县和市级部门重点工作、重大
项目、重要环节推进情况汇
报，并由相关分管、联系市领
导进行“麻辣点评”。“三重”工
作汇报点评制度，既是抓重

点、促落实的重要手段，也成
为了各级各部门互学互鉴经
验的交流平台。

崇州市在天府优质粮油融
合发展功能区探索管理体制改
革，金堂县聚焦开放共享建设
成都产教融合园区……当天，
邛崃市、崇州市、金堂县、新津
县4个区（市）县，市农业农村
局、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市
商务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4
个部门应考。会上，8个单位相
继汇报了“三重”工作最新进展
以及相关工作的经验探索。相
关联系、分管市领导，结合日常
调研掌握的情况现场点评，直
指问题、把脉开方。

范锐平指出，今年以来，市
委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三重”工
作法成效明显，紧转04版

国庆70周年
10月1日举行庆祝大会和阅兵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
战士老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及以
上荣誉并健在的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参战荣立一等功以上奖
励并健在的军队人员（含退役军人）；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2019年1月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范围之内。

章体外环以如意祥云、光芒构成，
象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表达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礼赞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辉煌成
就，以及在70年辉煌奋斗成就的基础
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坚定决心。

纪念章使用
铜胎镀金材质，
通径为50毫米，
主要元素为五
星、“70”飘带、团
锦结、如意祥云
和光芒，主色调
为红色和金色。

核心部分为
五星，代表国家
荣誉。

象征中华人
民共和国 70 年
奋斗历程。

绕在五星
和“70”飘带周
围，寓意全国各
族人民大团结，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愿景。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近日将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首都北京将举行隆重热烈的庆
祝活动。29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王
晓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介绍了庆祝活动
安排情况。

另据了解，近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将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聚
力和感召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

五星

“70”飘带

如意祥云

团锦
结环

市委再次听取“三重”工作汇报

用好“三重”工作法
抓重点、带全局、促落实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
家主席习 近 平 29 日 晚 在 钓 鱼
台 国 宾 馆 会 见 菲 律 宾 总 统 杜
特尔特。

习近平对杜特尔特总统来
访并观看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

世界杯比赛表示欢迎。习近平表
示，你执政3年来，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中菲关系顺利实现转圜、
巩固、提升，不断取得扎实成果。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
变化，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仍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愿
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把握好时和势，引领好中
菲关系发展，这不仅有利于两国
和两国人民，也将为地区和平稳
定增添正能量。 紧转02版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据新华社 制图 李开红

国庆70周年阅兵式
将有不少武器装备首次亮相 07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 胡清）昨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罗强在推进水环境治理现场
办公时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践行中
央、省、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神，深入实施“治水十条”和水
污染防治“626”工程，进一步强
化防治措施，加大监管力度，建
立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在治理
河流“主动脉”的同时，大力排
查疏通城市管网“毛细血管”，
全面打响水环境治理向纵深、
源头、治本推进的新战役。

罗强一行先后前往送仙
桥磨底河段、上升街锦江公
园段、武侯大道鸡公堰三河
村委会段和康达路洗瓦堰地
埋式净水厂项目选址地等地，
实地察看黑臭水体治理、排水
管网病害检测、城市净水项目
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全
市水环境治理有关情况汇报，
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现场办公中，罗强对我市
水环境综合治理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表示肯定，下转04版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8月29日，市委召开常委
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研究我
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
委书记范锐平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进一步深化对当
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全面落实
中央“六稳”要求，坚定不移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巩固成
都当前经济发展良好态势。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着眼当前经济
发展形势，对“推动形成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
链水平”作出重大部署，为做好
当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
学细悟、准确把握，结合成都发
展实际，进一步深刻领会市委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作出
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考
量，坚定不移把当前各项工作
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
成都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
向好发展态势。其中，上半年
GDP增速和进出口总额增速
居全国19个重点城市之首。这
得益于成都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六稳”工作要求，持续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转

换，始终保持宜居宜业的城市
竞争优势，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
工作，要深化对当前经济形势
的认识，进一步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结合成都实际，全面
落实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新
要求新部署，巩固成都发展优
势，讲好成都故事。

会议强调，危机，既是危也
是机。谁能差异化发展，谁能找
到市场“盲点”，谁就能在新一轮
竞争中脱颖而出。要坚定不移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坚持以产业功
能区为载体，大力构建产业生态
圈、创新生态链。要主动担当“主
干”责任，大力推进成德眉资同
城化、成都平原经济区一体化，
进一步深化与各市州的合作，加
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
域发展新格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
假督察工作规定》。会议指出，
统计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是科学决策和
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切实转变统计观念，全面深化
统计改革创新，构建完善现代
化统计调查体系，奋力推进全
市统计事业迈上新台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传达学习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六稳”要求
坚定不移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范锐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
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巩固当
前经济发展良好态势

■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谁能差异化发展，谁能找到
市场“盲点”，谁就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坚持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构建产业生态圈、创
新生态链；担当“主干”责任，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成都
平原经济区一体化，深化与各市州合作

罗强在推进水环境治理现场办公时强调

从“主动脉”深入“毛细血管”
打响水环境治理向纵深、源头、治本推进的新战役

庆祝活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