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5日，成都市锦江宾馆，与会嘉宾。15日，2019“一带一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成都举行

■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不是简单的数
量调减，而是全方位提升城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方位
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

■此次改革的着力重点和方向，就是要统筹空间、规模、产
业，坚持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构建专业化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现代化的城市工作方式，
塑造城市面向未来的战略能力和持久竞争优势。

■这次调整改革后，全市将基本形成产业功能区、特色镇、城
市街道三种组织形态。要聚焦专业化精准化推进产业功能区提能
级，聚焦特色化差异化推进特色镇创优势，聚焦社会化便民化推
进城市街道转职能。

随着中欧班列不断向西欧延伸随着中欧班列不断向西欧延伸，“，“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在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在吸引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参与进来的同时地区参与进来的同时，，也也
为它们带来了可见的实惠为它们带来了可见的实惠。。1010月月1414--1515日日，，20192019““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期间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期间，，
奥地利上奥州奥地利上奥州、、法国东部大区法国东部大区、、德国巴伐利亚州德国巴伐利亚州、、荷兰林堡省等代表团代表分别接受了成都商报荷兰林堡省等代表团代表分别接受了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专访—红星新闻专访。。他们在谈起未来与中国他们在谈起未来与中国、、四川合作的前景时四川合作的前景时，，都充满了期待和信心都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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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倡议
取长补短、共享成果

在上午举行的2019“一带一路”四
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国际省州
长论坛上，四川发布了《国际友城合作
与发展四川倡议》。与会各方希望继续
把“互联互通”作为当前“一带一路”建
设的工作重点，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为引领，不断织密各地基础设施联系
网，为扩大经贸投资、密切人员往来等
创造更便捷、更有效的条件。

各方认为友城交往应更加突出彼
此特点，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互补发
展，在能源、科技、创新、农业及食品、
贸易、物流、医药等诸多领域，特别是
在培育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找
到更多的合作耦合性和契合点，互通
有无，取长补短，共享成果。

下午举行的能源与基础设施论坛
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能源与
基础设施合作的四川倡议，重点倡议
构建有效多边融资平台、加强项目合
作和推动产业合作。

同时，文化与旅游论坛发起了《国际
友好城市文化和旅游联盟倡议》，将加强
四川省以及省内城市与其国际友好省州
（城市）间在文化和旅游领域内的交流与
合作，对务实开展文化交流，实现游客互
送开辟新渠道，建立新平台。

半年数据
进出口总额增21.9%

现今，四川与各友好城市的交流
交往日益密切。记者在论坛上获悉，截
至今年4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1个国
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87份共建

“一带一路”政府合作文件，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
美、南太等区域。其中，四川与“一带一
路”沿线45个国家的144个省、市缔结
友好关系，与20个友城开辟定期航线，
与30余个友城建立科研关系，一大批
国际友城企业落户四川，一大批四川
企业积极“走出去”，投资遍布30多个
友好城市。2018年四川与友城所在国
进出口总额达500多亿美元、增长30%
以上。去年，全省经济总量超过4万亿
元人民币（约6100亿美元）、增长8%；
今年上半年继续保持7.9%的较快增
长，进出口总额增长21.9%。

昨日，美国犹他州在论坛开幕式
上首次发布了中文州长公告，犹他州
州长盖里·郝伯特在报告中宣布2019
年10月15日为犹他-四川友好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
迦 李彦琴 摄影记者 王勤

2014年，四川省与荷兰林堡省
在该省首府马斯特里赫特市签署缔
结国际友好省际关系协议书。这次
是荷兰林堡省省长博文斯第二次来
到四川成都。

10月14日，博文斯率团拜访了
成都中医药大学。代表团随行人员
中有荷兰南方应用科技大学的相关
负责人，双方在传统中医药培训合
作方面进行了交谈。博文斯告诉记
者，希望能把传统中医的技术和培
训引入到林堡省。“中医药行业在林
堡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他说。

“和成都相似，林堡省是荷兰
的物流中心，产业辐射了周边一百
公里的区域，辐射人口达到3000
万。”博文斯介绍说，与此同时林堡
省医疗产业发达，此前在全球范围
引起广泛关注的人造肉技术即出
自该省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实验
室。现代医学发达的林堡省并不排
斥传统中医，该省医疗行业反而希
望能取其精华，帮助患者更好地恢
复健康。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
月16日出版的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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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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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转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携手43个“国际好友”
发布《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四川倡议》

昨日，2019“一带一路”四川国际
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泰
国素攀武里府府尹倪密、荷兰林堡省
省长博文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总
理莫托林、尼泊尔第五省首席部长博
克瑞尔等来自全球五大洲32个国家
43个友好省（州）的300余位外国嘉
宾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论坛以“开放合作·互利共
赢”为主题，举办了国际友城省州长论
坛和能源与基础设施、科技与创新等
5个专项分论坛，以及省领导会见、友
城代表团市（州）参访考察及专项对接
等系列活动。

“我们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已经跟
内江、绵阳等好几个城市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达成了很多合作的意向。”奥
地利上奥州第一副州长克里斯蒂娜·
哈珀朗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这
位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奥地利官员被
中国和四川的经济发展所震撼，并对
可能的合作充满期待。上奥州是奥地
利第四大联邦州，是奥地利的工业中
心之一，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和捷克的
南波西米亚州接壤。

10月14日，四川与上奥州在成
都签署了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根
据协议，两省州将在现有合作和联
系基础上推动科研、商务、文化和旅
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际上，宝
马公司全世界最大的发动机生产厂
就坐落于上奥州。”哈珀朗德说，该
州产品多集中在汽车生产行业，上
奥州仅为奔驰公司提供零部件的厂
家就多达47个。就此，哈珀朗德向记
者透露，目前，代表团已经在与四川
的一些城市进行商谈，准备开展汽
配产业方面的合作。

德国巴伐利亚州素有“大企业
之乡”的美名，该州因宝马、西门子
等世界名牌而闻名。近年来，因中欧
班列（成都）的开通和延伸，四川已
成为该州重要的贸易伙伴。

“目前，中国是美国之外巴伐利
亚州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双方
贸易额已达到330亿欧元。”在接受
采访时，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第一
副议长弗雷勒说道，中欧班列跨越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将巴伐利亚州
与四川紧密连接。

弗雷勒说：“很多巴伐利亚州企
业已在中国、四川这边投资，相应
地，在巴伐利亚州投资的中国公司
已经超过一百家了。”2015年12月，
蓉欧快铁在欧洲的站点从波兰罗兹
延伸到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去
年7月，德国巴伐利亚州驻四川办事
处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揭牌，为
德国巴伐利亚州在中国设立的第三
个代表处。弗雷勒认为该办事处对
促成四川与巴伐利亚交流合作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地利上奥州第一副州长：

准备推动
汽配产业合作

奥地利上奥州第一副州长克里
斯蒂娜·哈珀朗德

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第一副议长：

上百中国企业
投资巴伐利亚

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第一副议
长弗雷勒

荷兰林堡省省长

把传统中医
引入林堡省

荷兰林堡省省长博文斯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10月15日，全市乡镇（街道）行
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座谈会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范锐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行政区划调整
改革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工作会议
精神，以对城市长远发展负责的
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围绕
减量、赋能、增效、便民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
项改革任务，全面提升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城市提供新的驱动力。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唐川平，市委副书
记朱志宏出席会议。

范锐平在讲话中指出，乡镇
（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
改革，是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体
制性变革、结构性调整和格局性
重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对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作出系
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实施乡镇（街
道）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
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多轮调
整改革，我市乡镇（街道）数量有
所减少，空间布局一定程度上得
到改善，但数量多、规模小、密度
大、实力弱的问题仍然突出，必须
顺应城市化发展演进规律，围绕
减量、赋能、增效、便民加快改革
步伐，推动形成与超大城市相适
应的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范锐平强调，乡镇（街道）行政
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不是简
单的数量调减，而是全方位提升城
市能级、全方位变革发展方式、全
方位完善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生
活品质的重大举措。此次改革的着
力重点和方向，就是要统筹空间、
规模、产业，坚持以产业功能区为
载体，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构建专业化的经济组
织方式和现代化的城市工作方式，
塑造城市面向未来的战略能力和
持久竞争优势。

范锐平指出，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以来，市委大力实施主体功

能区战略，统筹规划了66个产业
功能区，优化了城乡空间布局，重
塑了产业经济地理。但从微观层
面来看，还缺乏与主体功能区战
略和产业功能区建设相适应的空
间布局、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此
次改革就是要聚焦产城融合、资源
整合、错位协同，加快破解制约空
间组织优化和先进要素聚集的行
政壁垒，推动形成更有效率、更加
协调、更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模式和
城市治理体系，增强城市经济和人
口承载能力，促进产业、人口、资源
向重点优势区域集聚流动，推动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要适应城市化进程需要，
强化城市工作意识，加快转理念、
转方式、转作风、提能力，不断提升
领导和组织城市工作科学化水平，
推动内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和空
间形态重组整合，建立契合城市化
进程的现代治理体系。要坚持减量
赋能增效便民，推动高质量发展高
效能治理，加大“改”的力度，加快

“转”的步伐，实现发展提质与治理
增效的“乘数效应”，形成产业功能
区统筹协调、乡镇（街道）和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让市民群众得到实惠。

范锐平指出，这次调整改革
后，全市将基本形成产业功能区、
特色镇、城市街道三种组织形态。
要主动适应城市战略定位和现代
治理要求，对乡镇（街道）管理体
制、职能体系、运行机制进行系
统重塑，加快构建事权清晰、责
任明确、运行高效的体制机制，
推动空间重构向治理变革跃升。
要聚焦专业化精准化推进产业
功能区提能级，重构产业功能区
管理体制，建立“管委会+专业化
运营企业”的运行机制，编制功能
区产业配套清单和功能建设导
则，增强产业功能区的吸引力竞
争力。要聚焦特色化差异化推进
特色镇创优势，采取“特色镇+林
盘+农业园区（景区、产业园）”等
模式，加快打造一批产业集聚、功
能复合、连城带村的特色镇，提升
农村地区的发展优势和整体水
平。要聚焦社会化便民化推进城
市街道转职能，下转02版

范锐平：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推进行政
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减量赋能增效便民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全市乡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体制机制
改革工作座谈会举行，强调适应城市化进程需
要，强化城市工作意识 罗强唐川平朱志宏出席

成都至西宁动车昨日首发

运行时间：
1010小时小时1313分分

票价：
一等座一等座455455元元 二等座二等座285285元元

沿途站点：

遂宁遂宁、、阆中阆中、、广元广元、、陇南陇南、、哈哈
达铺达铺、、兰州兰州、、乐都乐都、、平安驿平安驿、、
西宁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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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
守帅 袁婧）金秋十月，美丽蓉城喜迎
八方宾客。10月15日上午，以“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为主题的2019“一带一
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在
成都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副
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开幕式，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谢元致辞，省委
副书记邓小刚出席。

泰国素攀武里府府尹倪密、荷兰林
堡省省长博文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
国总理佩索申、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总

理莫托林、尼泊尔第五省首席部长博克
瑞尔、克罗地亚奥西耶克-巴拉尼亚省
省长阿努西奇、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西部
省省长哈桑、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南奔巴
省省长阿卜杜拉、日本山梨县副知事若
林一纪、巴西伯南布哥州副州长桑托
斯、波兰罗兹省副省长巴雷瓦等来自全
球五大洲32个国家43个友好省（州）的
300余位外国嘉宾出席开幕式。

彭清华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
府和9100万四川人民，向远道而来的
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四川发展的外交部、中联部等中央有

关部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海
内外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
参与，有力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
变革。6年来，“一带一路”由理念变为
行动，由愿景化为现实，已经成为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
和文明之路，推动沿线各国不断朝着
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作为对外
开放的重要平台、城市外交的重要载
体、民间外交的重要内容，国际友城活
动乘着“一带一路”东风，从政府到企

业、从官方到民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为增进人民友谊、造福当地
社会、发展国家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彭清华说，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
省、经济大省、资源大省和科教大省。
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全面开放合作
战略，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
机遇，推动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全省开放
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正在加速融入
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我们更加注重
发挥城市间、地区间交流交往的桥梁
作用，紧转02版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2019“一带一路”四川国际友城合作与发展论坛开幕
彭清华讲话 尹力主持 谢元致辞 邓小刚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