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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因技术更新，对1台胶印轮转机，
及一批报废的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进行处理，请有回收该批废旧
设备意向的单位凭营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资质证明在规定
时间前来现场实物看样并领取竞标书。

报名及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有意竞标者请于2018年1
月16日之前，持有效证件（身份证、物资收购、设备拆除资质及购
买处理能力）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现场
查看实物，投标时不再另行安排查看现场。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3、现场报名及看样时间：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16日
4、联系人：028-85952011；85952012 吴先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2018年1月5日

报废设备处理公告（2）

城镇体系
今年将新增1至2个百

万人口大城市

2018 年四川城镇体系将如何建
设？将给市民带来什么惊喜和变化？

首要主旨是推动大中小城市、小城
镇协调发展。今年，自贡和达州极有可
能跻身百万人口大城市的序列。

“四川在‘十二五’末，只有成都一
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四川省住建厅厅

长何健说，通过“十三
五”的五年发展，全省
新增绵阳、南充、泸州、
宜宾 4个百万人口大
城市，全省新增城市新
区625平方公里，620
余万农业转移人口成
为城镇居民。

今年，在强化首位
城市辐射示范作用的
同时，继续推动区域中
心城市次级突破发
展。会上透露，2018
年将培育壮大自贡、达
州等区域中心城市，力
争新增1至2个百万人
口大城市。

备受关注的蜀道

申遗极有可能获得重大进展。会议要
求，进一步加强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
地的保护与规划建设管理，力争完成20
个省级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编制，加大力
度推动蜀道申遗取得新成效，同时要培
育和壮大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与
文化遗产地。

在深化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上，今年
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120万人。

住房保障
青年医生教师纳入公租

房保障范围

过去五年，四川城乡居民住房条件
显著改善。全省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增长8.65平方米，达40.9平方米，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4.3平方米。改造危旧
房棚户区135.4万套，建设保障性住房
24.4万套，新增公租房分配25万套,年
均发放住房租赁补贴约10万户，新、改、
扩建农房约175万户（其中，农村危房改
造137.9万户）。

2018年，四川在住房保障上将有何
种安排？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8年要继续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
并举的住房制度。在新一轮棚改工作

上，全面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改造25.5万
户、续建46万套的年度目标任务。

会上透露，进一步完善公租房配套
设施建设，加快公租房竣工分配，全年
完成4.8万套分配任务。优先保障环
卫、公交等行业住房困难群体，将符合
条件的农民工等“新市民”和以前不在
明确申请范畴之内的青年医生、青年教
师纳入保障范围。

城市建设
新开工建设地下综合管

廊100公里

五年来，四川城市建设发展迅速。
全省城市（县城）道路总面积达4.3亿平
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达12.64平方米，分
别较2012年增加30.83%、8.5%；建成
地下综合管廊50.6公里、在建333.8公
里；新增城市（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厂（场）45座，无害化处理率提高17.8
个百分点。海绵城市建设有序推进。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将加快三州
29个县城未建成污水处理厂建设，早日
实现“县县建成污水厂”目标。全面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总结推广遂宁市国家
试点经验，抓好其余15个省级试点，逐
步完善海绵城市建设标准体系。

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上，今年将力

争新开工建设100公里。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进一步加强，今年加强统筹协调、
加大治理力度，力争到年底14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消除建成区70%的黑臭水体。

城乡发展
新增300个“百镇建设行

动”试点镇

五年来，四川300个试点镇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277个小城镇被列为全国
重点镇，20个镇入选“中国特色小镇”；
新改建城镇和乡村公厕2184座。

2018年，在乡村治理上，进一步处
理农村垃圾，完善镇乡垃圾中转站建
设，保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达到90%
以上。新建乡村公厕1050座，改建乡
村公厕479座。

百镇建设行动上，今年将新增试点
镇300个、新增省级特色小城镇30个。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00亿元，就地
就近吸纳农业人口25万人。

“小镇建设要有自己的特色，坚持‘小
而美’，不能盲目建高楼、拆除老街区，照
搬照抄大城市的一些错误做法。”何健强
调。当然，在基础设计建设上要继续推
进，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
务向农村覆盖、城镇产业向农村拓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2017 年 12月 18日，由华西都市
报、封面传媒主办的“榜样中国·2017
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
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新经济新
征程”为主题，旨在寻找新经济浪潮中
的“财经榜样”，弘扬新征程中锐意创
新、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样的榜样与
精神，在作为后起之秀的新三板市场也
同样无处不在。

也是在12月18日，四川赛狄挂牌
新三板，成为2017年最后一家登陆新
三板市场的四川企业。至此，已经有
333家川企挂牌新三板。通过新三板
市场，这300余家公司有了相对公允的
估值，提高了市场的认可度，迎来了多
元化的融资方式；他们积极探索新领
域，开拓新市场，在科技、信息、环保工
程等多领域崭露头角，也逐渐成为四川
新经济发展中的新引擎。

全川新三板企业达333家
去年12月18日，四川赛狄挂牌新

三板，成为2017年第50家也是最后一
家挂牌新三板的四川公司。这家公司
以软件无线电为发展导向，长期专注于
数字化、信息化领域。而伴随着四川赛
狄的加入，计算机行业的新三板川企也
增至62家，占比接近两成。全川新三
板企业达333家，数量居西部第一。

同时，在去年新晋的50家新三板
川企中，来自计算机行业的有9家，传
媒行业5家、通信行业2家，新材料和医
疗领域各1家。这些新生力量背后有

坚实的业绩支撑，也展现出四川经济的
生机与活力。

从最新一期的财务数据来看，共有
226家新三板川企在去年上半年实现
盈利，占比达到67.87%。其中，嘉宝股
份净赚近亿元，盈利在千万级别以上的
企业共有43家；从成长力来看，科力特
以近25倍的净利增幅居于榜首；聚塔
科技等8家公司的净利增幅也超过10
倍，业绩翻番的公司共计有92家。

13家川企市值超过10亿元
新三板服务新经济，新经济成就新

三板。2017年，新三板川企在新经济
领域也动作频频。

去年6月，德芯科技与全球领先的
IP 直播视频服务商 LiveU 合作推出
4K UHD解决方案；10月，依托四川大
学雄厚科研实力的中自环保斥资近千
万收购田中环保40%的股权，进一步布
局绿色环保领域；11月，壹玖壹玖和阿
里巴巴达成战略合作，合作核心围绕新
零售、供应链及菜鸟物流等方面。壹玖
壹玖总经理黄林表示，“成都发展新经
济的优势十分突出，不仅有广阔的消费
市场，还有完备的人才培养机制。”

伴随着新三板川企的不断发力，公
司市值也水涨船高。截至1月11日，在
有成交的170家川企中，羌山农牧、壹
玖壹玖、嘉宝股份、恒润高科、四川唯鸿
5家市值超过20亿元；市值在10-20亿
元之间的有8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白兰

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投票再上新台阶

总票数近450万 网络投票今日截止

“榜样中国·2017 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自
2017年12月25日开启网络投票以
来，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并踊跃参
与。同时组委会发现近期个别投
票公司或网络软件公司为牟取利
益恶意刷票、攻击服务器、破坏正
常投票秩序，组委会及时采取了有
力措施予以制止和防范。

就相关事宜，现作如下声明：
一、本次评选秉承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采取专家评审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网络
投票所占比重为30%；

二、本次网络投票禁止各种刷
票等行为，组委会一旦查实参选者
存在刷票等不良行为，将其列为不
诚信企业行为并提交专家评审委
员会备案；情节特别严重者，将直
接取消参评者资格；

三、主办方从未指派或授权任
何投票公司参与本次网络投票，切
勿相信任何投票公司或网络软件
公司的投票承诺；

四、本次网络投票不收取任何
费用，投票免费；本次网络投票绝
无强制投票要求，任何以主办方工
作人员名义或其他各单位工作人
员名义强行要求参评者投票均为
不实信息，请参评者切勿轻信此类
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五、本次活动解释权归活动组
委会所有。

特此声明
华西都市报社封面传媒

2017年1月9日

1月11日，榜样中国·2017四川十
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评选活动公众
投票数再上新台阶。截至下午6点，总
票数已经达到4498932票，较前一日再
增约55万票。其中，有2418261票投
给了“2017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榜 单 ；1269549 票 、688821 票 和
122301票则分别投给了“2017四川十

大经济影响力事件”“2017四川十大新
经济领军人物”和“2017四川十大行业
领军企业”三大榜单。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将是本次评选
活动公众参与投票的最后一天。1月
12日 24时，网络投票通道将全面关
闭。赶快抓紧时间，为心目中的新经济

“财经明星”投票打CALL！

川企发力新经济
333家企业挂牌新三板居西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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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四川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51.7%

青年医生教师也能申请公租房
11日，2018年四川省住房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在成都举行。

会上总结了过去五年和2017年全省住建系
统的工作，安排部署了2018年的重点任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会上获
悉，在住建方面，今年四川省的发展目标是，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7%，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5.4%；完成城市基础
设施投资 1400 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
5280亿元，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2万亿元。

1月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林
凌）1月11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在成
都举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四川机构
编制工作“1+8”政策体系新闻发布会，
省委编办（省审改办）主任雷世界对我
省机构编制工作“1+8”政策体系进行发
布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机构
编制作出的重大部署和深化落实中央编
办提出的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
化、法制化”和“既要管住、更要管好”的
要求，日前，经省委常委会审议同意，我
省制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构编制工作

的“1+8”文件，这标志着四川率先在全国
机构编制系统完成政策体系建设。

发布会介绍了“1+8”政策体系的构
成、起草出台考虑和政策体系的含金
量，省委编办分管负责同志回答了记者
关心的话题。

“1+8”政策体系由1个管总文件和
8个细化办法组成，既全面体现中央要
求，又具有鲜明四川特色，形成纲目并
举、完整严密的基本框架体系，构成新
时代四川机构编制工作的“四梁八
柱”。“1”个管总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机构编制工作的意见》，是整

个政策体系的“纲”，发挥总揽作用，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四川的机构编制
工作定目标、明思路、提措施。“8”个细
化办法包括《关于省级机构编制动态管
理的办法》《关于政法专项编制挖潜增
效的办法》《关于深入推进全省机构编
制法制化工作的办法》《关于持续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
建立设置产业园区管理机构长效激励
机制的意见》《关于人才专项事业编制
管理的办法（试行）》《关于在部分行业
实行岗位与编制适度分离管理的办法
（试行）》《关于加强全省机构编制系统

自身建设的办法》，是整个政策体系的
“目”，发挥支撑作用，重在从8个关键操
作层面深化落实总体意见，构建相辅相
成的政策体系，同时形成八大工作重点
和特色。

发布会上，雷世界表示，在今后的
机构编制工作中，将始终筑牢“三个资
源”的理念，即机构编制是执政资源、稀
缺资源、源头性资源的理念；始终坚持

“三个用编”的思路，即对党委、政府的
重大决策部署重点用编，对党委、政府
部署的阶段性重点任务动态用编，对部
门（单位）编制紧张确实影响运转的限

量用编的思路；始终注重“三个转变”
的方向，即推进编制由静态管理向动
态管理转变，推进机构由注重管理同
时向注重激励转变，推进岗位编制一
体向岗位与编制适度分离转变；始终
保持“三个定力”的操守，即保持专注
发展定力，保持从严治党定力，保持创
先争优定力。同时在严控总量、动态
管理、挖潜创新、优化“三定”规定、提
升法制化信息化水平等6个管理领域
积极创新，力争到2020年，建立起现
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四川特点的机
构编制体制机制。

新作为新时代 新气象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四川机构编制工作“1+8”政策体系新闻发布会举行

推进编制由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