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引领新时代 英才筑梦新西部

第十八届“海科会”开幕式暨天府论坛举行
武维华作主旨演讲 彭清华许又声致辞 尹力出席

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
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
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座谈会上，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河南省委书记
王国生、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生态环
境部部长李干杰、水利部部长鄂竟平、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先后发
言，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山东省委书记刘
家义、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甘肃省委
书记林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石泰峰提供书面发言，分别从黄河流
域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等方
面谈了认识和看法，结合实际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强调，黄河流域是我国重
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

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加强黄河治

理保护，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积
极支持流域省区打赢脱贫攻坚战，解
决好流域人民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
众关心的防洪安全、饮水安全、生态安
全等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
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黄河宁，天下平”。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
旱灾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
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
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
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水沙治理
取得显著成效，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
成，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流域用水
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力支

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
持续明显向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
效显著，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
复工程加快实施，上游水源涵养能力
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
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
沙奇迹，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发展水
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
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
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民
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
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
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
治水思路，紧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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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
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第二，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第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第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第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袁婧）9月19日上午，第十八届中国西
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简称“海
科会”）开幕式暨天府论坛在成都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
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开幕式并作主
旨演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彭清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
办主任许又声分别致辞。省委副书记、
省长尹力出席。

武维华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世
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
方式。科学技术是世界性、时代性的，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
握时代脉搏。加快科技创新，必须审时
度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前瞻性
的研究，加强对有助人类文明进步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研发。
四川省通过成功打造“海科会”这一重

要成果转化平台，秉持互利共赢理念，
加强科技转化顶层设计、厚植科技转
化制度优势、抓好科技转化保障措施
落地，吸引了大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来
四川、来西部交流合作、创业发展，有
效地激发了地区创新创业活力，有力
地促进了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海

科会”的品牌效应、溢出效应不断扩
大，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

武维华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框架引领下，中国将实行更加开放的人
才政策，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海内外
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各
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下转03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第八场新闻发
布会18日召开，介绍四川交通运输发
展情况。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汪洋
介绍说，截至2018年底，全省高速公路
建成总里程7238公里，居西部第一、全
国第三，实现所有市（州）、73%的县
（134个）通高速公路。待建高速公路约
9000公里，其中48个项目已启动工可
研究工作。今年9月16日，8个项目举行
集中开工动员，全省高速公路建成和
在建总里程超过1.1万公里。

目前重点在建高速
汶马高速计划今年通车55公里

四川目前重点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包括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G4261仁
沐新高速公路井研至屏山新市段、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高速公路、成都至宜宾高
速公路、G8513九寨沟（川甘界）至绵阳
高速公路、乐西高速马边至昭觉段。

其中，汶川至马尔康高速公路于

2018年底建成通车105公里，2019年计
划建成通车55公里（除狮子坪隧道影
响段外），剩余15公里计划于2020年底
建成通车。G4261仁沐新高速公路井
研至孝姑段45公里计划于2019年底建
成通车，孝姑至沐川至马边段64公里
预计2020年底建成通车，剩余42公里
预计2021年建成通车。

力争年内开工高速
5个项目中包含两条出川通道

会上还透露，5个高速公路项目力
争年内开工，总里程334公里，计划投
资441亿元，包括乐西高速乐山至马边
段、南充至潼南高速、阆中至营山高
速、南充绕城高速、泸州至永川高速。

其中，南充至潼南高速和泸州至
永川高速都是连接重庆的出川通道。
南充至潼南高速项目总里程62公里，
总投资60亿元，途经南充市、遂宁市。
泸州至永川高速项目总里程42公里，
总投资51亿元，全线位于泸州市境内。

重点储备的高速项目
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
力争2020年开建

更令人欣喜的是，四川高速还有
11个重点储备项目，总里程1366公里,
计划投资2569亿元。包括天府新区至
邛崃高速、绵广高速扩容、康定至新都
桥高速、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汶川至
川主寺高速、古蔺至金沙（川黔界）高
速、宜宾至屏山新市高速、内江至大足
高速、开江至梁平高速、镇广高速通江
至广安段、新都桥至巴塘高速。

其中，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总里
程42公里，总投资87亿元，全线位于成
都市境内，预计2020年开工建设。

绵广高速扩容是G5京昆高速绵
阳至广元段的复线，预计2020年开工
建设。古蔺至金沙（川黔界）高速是成
都至贵阳省际大通道的组成路段，预
计2020年开工建设。内江至大足、开江
至梁平高速是连接重庆的出川通道，
预计2020年开工建设。镇广高速通江

至广安段是陕西镇巴经广安至重庆省
际出川通道的组成部分，预计2020年
开工建设。

而喜欢自驾游的市民一定更关心
以下几条高速——

康定至新都桥高速是雅康高速的
延伸线，项目总里程79公里，桥隧比
67%，总投资138亿元，力争2020年开
工建设。

新都桥至巴塘是连接西藏的西向
出川通道。项目总里程约340公里，桥
隧比60%，匡算总投资630亿元，计划

“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
西昌至香格里拉是连接云南的南

向出川通道，项目总里程260公里，桥
隧比69%，总投资499亿元，力争2020
年开工建设。

汶川至川主寺高速是连接甘肃的
北向出川通道。项目总里程200公里，
桥隧比84%，总投资441亿元，全线位
于阿坝州境内。工可报告已编制完成，
力争2020年开工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截至2018年底，全省高速
公路建成总里程7238公里，居
西部第一、全国第三,实现所有
市（州）、73%的县（134个）通高
速公路。待建高速公路约9000
公里，其中48个项目已启动工
可研究工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第八场新闻发布会18日召开

数说
四川高速建设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主动在国家战略大局中找位置强担当

范锐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要抢抓成
渝城市群加快发展机遇，主动担当使命责任，对区域
发展定位、功能、战略再思考再谋划

■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提高见微知著、分析预判、科学
应对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练胆魂、磨意志、长才干，以问
题解决实效检验斗争成效，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局面。

■成渝城市群加快发展，对于成都既是机遇、更是使命。
要站位全局、结合实际、群策群力，重点思考好“成都如何抓
住机遇强功能补短板”“如何谋划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东
部新区应该承担什么功能”这三个重要问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主动对标一流，学习
世界先进的营城理念。

■追授李科同志“成都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今年 汶马高速计划通车55公里
明年 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有望开工

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即都市区1小时
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
时覆盖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即国内1天送达、
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到2035年形成“三张交通网”“两个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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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干细胞之父在蓉建细胞库 04

粗放的工业集中区
从经济蓬勃到困惑重重版

精细化的高新区
注重创新驱动 优惠政策引导

革命性的产业功能区
转变城市发展和经济组织方式

从1.0到3.0
产业功能区“进化”了什么？

版

版

三
张
交
通
网

发达的快速网，主要由高速铁路、高速
公路、民用航空组成；完善的干线网，主要
由普速铁路、普通国道、航道、油气管道组
成；广泛的基础网，主要由普通省道、农村
公路、支线铁路、支线航道、通用航空组成

两
个
交
通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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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汶马高速公路汶川克枯大桥建设现场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9月1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
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
意见。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主动在
国家战略大局中找位置强担当，
把初心和使命落实到本职岗位
上、一言一行中，奋力推进新时代
成都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的
干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的重大意义，是指引全党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的重要遵循，是加强新时代
干部队伍建设和促进年轻干部
健康成长的重要指引。全市党员
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对表
看齐，严格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增强忧患意识、坚定
斗争意志，坚定贯彻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坚决同一切不符合中央
要求的言论行为作斗争，坚决同
各类风险挑战作斗争，善于运用
规律开展斗争，不断巩固党执政
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会议指出，作为国家中心城
市，成都要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
兴伟大征程中主动担当作为。当
前，中央正大力推进成渝城市群
加快发展。这对于成都，既是机
遇、更是使命。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区
域经济发展“尊重客观规律、发
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
障民生底线”的四条原则，着眼
全局和城市未来，对区域发展的
定位、功能、战略进行再思考再
谋划。特别要站位全局、结合实
际、群策群力，重点思考好“成都
如何抓住机遇强功能补短板”

“如何谋划成德眉资同城化发
展”“东部新区应该承担什么功
能”这三个重要问题。

会议强调，当前，国际形势
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防风险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聚力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确
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高质量
发展。要坚定对表看齐，严格履
职尽责，在工作实践中磨炼斗争
意志、提高斗争水平。要进一步
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准确把握
工作中的突出矛盾问题和潜在
风险隐患，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