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郫都区与阿里巴巴共建乡村振兴学院签约现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 摄影 刘陈
平）作为西博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1日，第七次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

成都召开。来自20余个国家以及全国30个
省市自治区的教育代表共聚一堂，围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筑亚洲教育的美好未来
展开热烈讨论。

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专家、学者、代
表将就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教
育国际化等热点话题广泛展开讨论。

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介绍，四川在校学
生达到1870万人，教育规模位居全国第五、
中西部第一。近年来，四川教育的对外开放
程度进一步加深，教育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
交流合作的渠道不断畅通，国际理解教育取
得新突破。与港澳台的教育交流愈发密切，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成效明显，越来越多的外
国专家和教师以及留学生来到四川工作、生
活和学习。

杨兴平表示，在知识驱动和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的今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影响着教
育的发展。教育需要结合科技与社会发展进
行改革创新，亚洲教育论坛年会作为亚太地
区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合作平台，在推动四川、
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当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四川将以举办亚洲教育
论坛年会为契机，借助专家和学者的智慧，整
合各方优势教育资源，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发
展具有四川特点、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
教育。

成都市副市长刘筱柳介绍，近三年来，成
都的教育发展指数一直位于中国15个副省
级城市榜首，教育国际化实现程度均值达到
76%，成都市政府为外国留学生设立了奖学
金，留学成都也成为成都教育的一张美好的
名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董兴
生 王攀）9月21日上午，第六届
汉旺论坛在成都举行，作为第十
七届西博会的专项活动之一，来
自国内外防灾减灾、应急和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产、学、研代表，围
绕“国际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产
业合作”开展探讨。

汶川地震十年灾后重建有什
么经验可以吸取、当灾难发生时
如何保持通讯畅通、城市地下空
间如何进行应急管理、如何建立
社区应急响应圈……来自德国以
及山东、湖南、四川等地的专家和
企业代表，分别就一系列议题进
行了阐述。

论坛现场，德阳市政府发布
了《德阳市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
地培育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未来两年内，
德阳将建设三个应急产业带和一
个国际交流平台。

具体计划为：以德阳经开区
为依托，建设国家级关键基础设
施检测、监测预警和救援处置应
急产业带；以德阳高新区－什邡
市为依托，建设西部低空救援应

急产业带；以汉旺－穿心店地震
遗址保护区和旌阳区为依托，建
设国际地震、地质灾害教育培训
演练应急产业带；以汉旺论坛为
依托，打造应急产业国际交流与
合作平台。

德阳市副市长李成金介绍，
德阳决定重点发展应急产业，是
因为经过汶川地震这一巨大灾难
后，德阳市政府深知灾害应对中
应急救援技术装备的重要性，特
别关注急难险重灾害的快速和高
效救援。

“汶川地震以来，尤其是
2009年汉旺论坛和2010年应急
救援组织在汉旺地震遗址保护区
开展第一响应人培训，德阳市政
府即开始思考如何引入国际应急
产业新技术和产品来解决不断发
生的地震、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
和应急处置问题。”李成金说。

目前，德阳具有自主技术支
撑能力的应急装备及应急服务企
业100余家，规模以上骨干企业
51家。2017年，德阳市应急产业
产值约51.5亿元，规划到2019年
达110亿元以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但辰
璐）9月20日，成都市郫都区在
第17届西博会上，凭借良好的
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共签下
15个优质项目，揽金402亿元。
此次西博会不仅吸引了“六类
500强”企业、上市企业和知名
企业，同时也吸引了阿里巴巴新
零售供应链运营中心。在郫都
区建设乡村振兴学院的背景下，
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
逻辑的总体思路为指导，制定了
郫都区乡村振兴电商人才培养
体系。

在20日的郫都区投资说明
会现场，郫都区与阿里巴巴正式
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淘宝大学
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基地在郫都
区乡村振兴学院落地，将成为郫
都区乡村振兴学院在农村电商
领域的人才孵化器，为乡村振兴
学院的人才发展与培养提供动

力。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
总监潘新春表示，淘宝大学将输
出在电商领域全球领先的师资
力量与课程研发体系，和郫都区
共同建设乡村振兴学院。这个
学院主要做两件事，一方面是培
养郫都区的电商及数字经济的
人才，另一方面把这些人才转化
成生产力，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产
业。“同时对乡村待业、希望通过
互联网实现转型的群体，我们也
将通过淘宝大学郫都区电子商
务人才培训基地帮他们实现自
我价值。”

潘新春还透露，共建乡村振
兴学院，是淘宝大学在全国范围
内的首次尝试，将由淘宝大学华
西分校负责项目落地，旨在配合
郫都区政府共同将郫都区打造
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电商人才培
养标杆区域，并将与郫都区政府
的这种合作模式推广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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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
岭 罗田怡）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后，
成都市青白江区纪委监委高度
重视，把学深悟透《条例》摆在
重要位置，开设巡回课堂，迅
速在全区掀起学习贯彻新《条
例》热潮。

为切实将学习新修订《条
例》这一重要任务融入到日常
工作和行动自觉中，使廉洁自
律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青白江区纪委监委成立由分管
常委为组长，法规研究室、案
管室、审理室全体成员参与的
备课小组，就修订的背景、删
减、适用选取案例进行详细解
读。同时，利用区委常委会会
前学法，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监委会主任专题辅导，引导参会
党员干部真正用《条例》精神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使铁的纪律
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
自觉遵循。

此外，结合派驻机构改革，
组织19个派驻纪检组分别对所
监督单位进行巡回宣传，确保全
区60余个单位学习全覆盖。明
确11个乡镇（街道）纪（工）委书
记、副书记为学习讲解员和辅导
员，轮次进行辅导，确保人人知
晓。区纪委监委把学习讲解情
况纳入近期工作督办事项，对学
习走过场严肃问责。截至目前，
开展巡回讲解50余场次。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开展
专题学习会、举办专题辅导、开
展知识竞赛、组织考试、交流学
习心得等活动，组织全区纪检监
察干部深学一层、学深悟透。”青
白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
中秋佳节前夕，不忘初心·清风
扬帆——“清廉蓉城创建引领行
动”群众文艺巡演走进成都市锦
江区。本次巡演由成都市纪委
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主办，锦江区承办。演出过程
中，“清廉蓉城创建引领行动”的
三首宣传主题曲《成都恋歌》《幸
福家》《清风明月满天府》相继亮
相，唱出了新时代正风反腐主旋
律，更唱出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与向往。

本次巡演以歌舞、小品、清
音、情景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
呈现，旨在通过政治引领、思想
引领和文化引领的方式，唱响正
风反腐主旋律，激励党员干部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群众
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清廉蓉城
创建引领行动”，营造风清气正
的良好氛围。

同时，节目广泛融入锦江区
元素，原创歌曲《啊，锦江”》充分
表现了新时代锦江人坚决贯彻
落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加快
发展、领先发展，为成都加快建
设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贡献锦江
力量的坚定信心。

锦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场巡演既弘扬清风
正气、凝聚社会正能量，又形象
展示了锦江区勇担“中优”使
命，加快建设国际高端要素“吸
附源”，争当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做强主干核心支撑，带动
区域协调发展的坚定信心。下
一步，锦江区还将面向社会广泛
开展一系列廉洁文化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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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前所未有地影响教育发展

第七次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召开，20多个国家代表共聚成都

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青白江区开设
巡回课堂

“清廉蓉城创建引领行动”
群众文艺巡演
走进锦江区

9月21日，2018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川
开幕，在分论坛“大学使命论坛”上，包括四川
师范大学在内，来自亚洲十余所高校、高等教
育系统的专家学者共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探索当代大学新使命”。

活动现场，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分
别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服务社会、文化传
承创新以及国际交流五个方面，阐述当今大
学的使命和担当。在他看来，大学应该是培
养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担当者的基地，同时
是培养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的摇篮。
大学既要成为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生
态等领域发展难题的解答者，也要成为人类
面临共同重大难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同
时，大学需要加快轴心转动，成为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的积极参与者，也要成为服务全
球治理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思想库。谈到传承
创新文化，汪明义认为，大学既要成为本民族
优秀文化传承和现实文化批判的中心，也要
成为实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平台。谈
到国际交流，汪明义认为重点在于拓展资源
渠道，“大学既要成为落实国与国之间人文交
流的担当者，也要成为国与国之间开展新的
国际交流合作领域的开拓者。”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认为，是否拥
有一所好的大学，关乎一座城市生活的品位，
关乎一个地区人民的尊严。“一个地区没有好
大学，就留不住优秀的孩子，当地的发展就
会受限。”在高等学府云集的北京，也生活着
许多来自国内教育欠发达地区的优秀学
生。在他看来，大学的功能在于给百姓带来
幸福，“把教育办好，人民才最幸福。一个地
区，如果有好大学让孩子读，或是孩子在外边
读了好大学愿意回去，那个地区的幸福感普
遍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晓蓓

亚洲教育专家探索“大学使命”：

大学应成为
人类文明交流平台

日前，成都市庆安社区举办
了“家宴中秋·家风传承”主题活
动，以好家风分享会、大学生培
力计划启动仪式、家宴品鉴会来
共庆中秋。

舞蹈《花好月圆》拉开序幕
后，一家四世同堂上台，分享其
家风家训：“尊老爱幼、言传身
教”。石羊工业园送上了中秋月
饼，希望其事迹在社区传递。

社区大学生“培力计划”之
“双向”领办服务项目签约仪式
随后启动，社区大学生“青竹”义
工队同时成立。社区党委支书
记授旗并寄语，相信他们将会为
社区营造贡献力量，把创新社会
发展治理工作理念，发挥到大学
生与社区自治和提升服务功能
的重要作用中来。

最后，社区50户家庭精心
准备了100道香味四溢的中秋
菜肴，与在场200余名居民共
享，现场一片温馨。活动拉近了
邻里关系，形成了邻里和睦、团
结合作的良好风气。

百道家宴
共庆中秋

郫都区西博会上牵手阿里巴巴

共建乡村振兴学院
打造电商人才孵化器

第六届汉旺论坛在蓉召开

未来两年，德阳将打造
3个应急产业带1个国际交流平台

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所未有
地影响着我们的生
活，也影响着教育的
发展。教育需要结合
科技与社会发展进行
改革创新，亚洲教育
论坛年会作为亚太地
区最具影响力的教育
合作平台，在推动四
川、中国乃至亚太地
区的教育发展当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20多个国家代表共聚成都，参加亚洲教育论坛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