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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三部党内法规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

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
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规定》（以下简称《备案
审查规定》）和新制定的《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执规责任制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要求，要以

《条例》为基本遵循做好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扭住提高质量这个关
键，搞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形成制度整体效应。要认真执行《备

案审查规定》，坚持有件必备、有备
必审、有错必纠，维护党内法规和党
的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要严格落
实《执规责任制规定》，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严
格执规理念，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
的政治责任。 相关报道见04版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相关负责人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截至
目前，双流机场已开通航线349条，其
中国际（地区）航线121条。

同时，上述三家航空公司与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以及携程旅行网
宣布，将在跨航空公司国际中转、整
合营销、中转增值服务等方面开展
合作，共同推动成都国际航空枢纽
建设。

据介绍，成都-赫尔辛基航线由
川航执飞，每周2班。该航线开通后，
成都直飞欧洲的定期客运航点增至

13个，覆盖中欧、西欧、南欧、东欧、北
欧的12个国家。

成都-芝加哥航线由海南航空执
飞，每周2班。这是继旧金山、洛杉矶
和纽约后，成都与美国之间搭建起的
第4条空中桥梁，成都也是继北京、上
海之后，中国内地第3个开通直飞芝
加哥客运航线的城市。

成都-德里航线由印度靛蓝航空
执飞，每天1班。据印度靛蓝航空首席
商务官威廉·波特介绍，印度靛蓝航
空公司为印度最大的国内航班运营
商。成都是印度靛蓝航空进驻中国内

地市场的首个城市。双流机场相关负
责人称，该航线的开通丰富了双流机
场南亚地区的航线网络，也拓宽了成
都向南发展的空中大通道。

3条新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完
善成都至南亚、欧洲和北美洲的国
际航线网络布局，提升成都国际枢
纽的通达性，同时也将为四川深度
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供帮
助，为中西部地区旅客出国旅行提
供更多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
雯 袁野 制图 李开红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9月16日
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新形势下，我
们要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毫不动摇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俱
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

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文章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

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
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新中国的
诞生，为中国人民把实行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奠定了
前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实行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
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
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
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社会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
果，是中国人民翻身作主、掌握自己
命运的必然选择。

文章指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
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
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
根本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加强
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强和改进法律
实施工作，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加
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

文章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
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
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我们需要借
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
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
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
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
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
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
的社会土壤。

文章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
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
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

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
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
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
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
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
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
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
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
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
效制约和监督。经过长期努力，我们
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
定性进展。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
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
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
和决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
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
点。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
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
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近日，《成都市中心城区景观
照明专项规划（2017-2025）》出
炉，引发媒体关注。14日晚，新京
报发表评论给予肯定：放诸全国，
该设想也属前卫。作为一座现代
化的超大城市提出了“暗夜保护
区”的概念，体现了人类对“暗夜”
认知的巨大变迁。

毋庸置疑，遵循该亮则亮、该
暗则暗、合理分区、光暗平衡，减
少城市光污染源产生的原则，明
确提出“暗夜保护区”，是本次规
划的最大亮点之一。

有关“暗夜保护”的概念在全
球范围内早已提出、应用和研究，
暗夜指的是日落之后天空进入的
一种自然环境或自然状态，也就
是自然夜空。它不是完全黑暗的，
还会有月光、星光等自然光源。对
夜空的保护，是一种回归，也是对
大自然的保护。

如果没有夜空，如果没有灯
光，就不会有郭沫若的这首诗：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
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
点着无数的街灯。”

繁星满天的夜空，总让人无
限遐想，引发文学艺术创作。

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城市
越发达，夜间越明亮，导致属于夜
晚的星空因“光污染”几近消失，星
星几乎成了城市人的“奢侈品”。然
而，人类对夜空的仰望，对自然夜
空的追求与探索，一直深埋记忆之
中。如何帮助当代人延续人类记
忆，让城市拥有一片纯净的夜空，
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的“眼力”。

在追求城市灯光指数，大力
发展夜间经济的当下，成都的城
市管理者看到了人类对“夜空”最
原始的追求，划定“暗夜保护区”，
是城市高速发展之途上的理性思
考，是一座城市科学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具体体现，考验的是城市
管理者的管理智慧和科学精神。

也正如新京报社论所言：规
划“暗夜保护区”，给城市一片心
灵栖居地。

仔细研读《规划》，我们从
“暗夜保护区”的划定看到了这座
城市的浪漫与诗意；从“黄白为
主，暖黄为辅”的城市景观照明色

调里看到了这座城市夜间色彩的
迷离；从“一山双心、三轴四环、多
廊多片”的景观照明结构里看到
了成都夜间景观的秀丽；从“节假
日、平时、深夜”三种模式的亮灯
分时控制看到了城市夜间灯光的
节奏与韵律……

夜间灯光让成都充满诗情画
意，这诗情画意体现在明暗对比
中，体现在灯光韵律中，更体现在
城市管理者的细心规划中。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座城
市治理的好与坏，就在于对细节
的态度，也在“以人为本”的核心
理念之中，更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中。

城市的主体是人，只有站在
人的需求上考虑问题，才能真正
实现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成
都出台《规划》，就是在城市经济
发展与市民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这次出台城区景观照明专项
规划，是城市治理的大步向前。不
过，这种大步向前并非一朝一夕
之事，而是这座城市长久以来的
精神气质决定的。于城市管理者
而言，现代意义的创新，是工作层
面的创新，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创
新、思维的创新，尤其在针对现代
城市的治理上。只有理念创新了，
才能引领世界城市发展潮流，站
在世界城市的发展前沿。

在城市治理上，成都一直都
有锐意进取的超前精神。过去，成
都出台了背街小巷的整治方案，
现在则提出了公园城市建设理念
……一路探索，一路创新。

城市文明的发展程度，在于
城市有多少高楼大厦，更在于那
些被人们忽略的小细节。

城市治理考验的就是城市管
理者的“眼力”，他们的目光能否
投向被忽略的细节，精准地制定
政策、规划，满足市民的需求？他
们的目光又能否超前时尚，有预
见性地防范、治理，实现人们的美
好期许？

从《规划》可知，成都的城市
管理者，在目之久远与目之宽广
中，从细节抓起，从小处着手，一
步一步稳稳地走向世界文化名
城、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目标。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划定“暗夜保护区”
考验的是城市管理者

以人为本的超前“眼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成都-德里 成都-赫尔辛基 成都-芝加哥

今起，成都机场再开通
三条国际航线

电脑57.3台
手机256.1部
汽车36.3辆

……

去年我省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

02

收入

酒吧第二城，
成都凭什么？ 02

●2018年四川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3216元，比1952年143元增长231.3倍
●2018年人均财产净收入由1998年的165元
增加到2820元，增长16.1倍

9月15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获
悉，四川航空、海南航
空和印度靛蓝航空将
于9月16日开通“成
都-德里、成都-赫尔
辛基、成都-芝加哥”3
条国际定期直飞客运
航线。

消费

交通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3366元，
是1998年的15.9倍
●2000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0.5
辆，至2018年每百户拥有量达到36.3辆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7462元，是1998年的3.8倍
●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861元，
是1998年的10.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