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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中雨偏北风3-5级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6月10日至14日，我省举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省级领导班子中心组学
习（省级领导干部读书班）。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全程参与学习并作
讲话。他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最突出的主线，也是首
要任务。省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发挥
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学出
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使命担当，
切实增强理论素养，进一步提高运用理论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政协主席柯
尊平，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参加学习。

这次集中学习坚持专题辅导与个人自
学相结合、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课
堂教学与实地参观相结合、分组讨论与集中
交流相结合，学习期间组织了3场理论学习
和形势政策报告，开展了先进典型教育和
警示教育，到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纪念馆
实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点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等书目开展自学。

13日，省委常委班子及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党组用一天时间分别组织
学习研讨，每位省领导紧扣“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逐一发言。大家深刻认识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有机融合、有机
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
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深刻回答了“中
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执政之
问”，为解决当代中国前途命运问题提供了
科学理论指引，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
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彰显了“革命
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追求，践行初心使
命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崇高境界和责任担当；这一思想体现
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高政治原
则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践行初心
使命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勇于自
我革命；这一思想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鲜明立场和深厚情怀，践行初心使命要
始终坚持“一切工作奋斗都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这一思想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践行
初心使命要把握运用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这一思想凝聚了坚韧不
拔的斗争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践
行初心使命要积极展现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一致表示，要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不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
内涵的理解，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
实实践者。

14日，读书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集中
进行讨论交流。16位省领导紧扣主题，按
照把思想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
进去的要求作了发言。随后，彭清华对集
中学习作了小结，对进一步抓好主题教育
提出要求。

彭清华指出，组织省级领导干部集中
学习，是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领导干部参
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安排，是落实党中央要求、抓好《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学习的具体行动，是加强省级领导班
子自身建设、进一步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
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有力举措。这次
集中学习主题鲜明，安排务实紧凑，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严肃认真、氛围浓
厚，达到了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用相
长的目的。

彭清华指出，省级领导干部自身要带
头积极参加主题教育，也要切实履行“一岗
双责”，抓好分管部门和单位的主题教育，
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着力抓好理
论学习，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
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要着力抓好调查
研究，领着课题、带着问题深入基层解剖麻
雀，针对性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
措施办法。要着力抓好检视问题，广泛听
取意见，把存在的问题查找准、剖析透、检
视到位。要着力抓好整改落实，严格对照

“5+3+X”专项整治要求，一项一项抓好落

实，确保整改到位、取得实效。要精心准备
讲好党课，采取“坝坝会”、支部会等多种形
式，面向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切实增强
针对性和感染力。要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
生活会，认真进行检视反思和党性剖析，达
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要做到“两
手抓、两促进”，突出工作重点，做好统筹兼
顾，着力攻坚破难，狠抓工作落实，把主题
教育成果转化为谋划和推动工作的强大动
力。

彭清华强调，省级领导干部肩负着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谋划推动治蜀兴川事
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积极主动作为，当好示范表率。要强化

“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之下”的政治站位，树
牢“在大局下思考谋划”的全局思维，练就

“适应事业发展之需”的过硬能力，坚守“为
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带动全省干部群
众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
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
长参加学习。中央第十指导组有关同志到
会指导。

彭清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省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时强调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一步提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参加学习

“好消息，宜宾高客站到成都票价只要60
元了。”6月14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宜宾高速客运站官方网站看到了这条
大巴车票价下调消息。

同时，网上也爆出一则“因成贵高铁开通，
成都线大巴车票价调至60元”的消息。

从官网上显示的票价信息可知，宜宾高客
站至成都机场、成都东站的票价降至60元；宜
宾高客站至成都五桂桥、成都石羊场的票价为
60元和106元两种价格。而此前，宜宾高客
站至成都的大巴车票价为110元左右。

6月15日开通的成贵高铁票价为成都东
站至宜宾西站全程二等座票价为110元、一等
座票价为176元；成都南站至宜宾西站全程二
等座票价为107元、一等座票价为171元。相
比之下，大巴车60元的票价比高铁票价近乎
低一半。而从时长来说，宜宾至成都的高铁单
面运行时长仅为1个多小时，而大巴车则需要
3个小时左右。

宜宾市民王女士表示，虽然大巴票价相对
便宜，但太费时间，更愿意选择高铁出行。而
市民李先生则认为，如果在不赶时间的情况
下，他愿意选择大巴出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6月15日，成贵铁路成宜段正式
开通运营。今日上午6点53分，记者
将登上首发C6661次动车组，带你坐
高铁游宜宾。宜宾是知名的酒都，说
句俏皮话，动车开进宜宾城，会不会闻
到酒香？那就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带来的直播和报道，听听直
播小妹怎么说吧！

15日上午6点53分，首发动车组
C6661次列车将从成都东站驶出，只
经停双流机场一站，于8点24分到达
宜宾西站，全程用时1小时31分。据
说列车还为乘客准备了宜宾特产横江
眉毛酥、泥溪芝麻糕，还有精彩表演哦。

目前，成都与宜宾之间每天开行
15对动车组。成都到宜宾最早一班为
C6661次，6点53分发车；最晚一班为
C6683次，21点28分发车。宜宾西站
到成都南站最快车次用时仅需79分
钟。

关于票价，成都东站至宜宾西站
全程二等座票价为110元、一等座票
价为176元；成都南站至宜宾西站全
程二等座票价为107元、一等座票价
为171元。

本次开通的乐山至宜宾段是成贵
客运专线四川段的一部分，从乐山出
发，经犍为、泥溪、屏山，抵达宜宾西
站。四川境内还有长宁、兴文两站，目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秉持“上海精神”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1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哈萨克斯坦
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俄罗斯总统普京、塔
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出席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要从“上海精神”中发掘智慧，从团结合
作中获取力量，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团结互
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携手
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上午，习近平抵达阿拉尔恰国宾
馆会议中心大厅，受到热恩别科夫热情迎接。

（下转02版）

6月 14日，记者从邛崃市交
运局获悉，近日，省政府官网公开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
设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公路项目
有关事宜的复函》，同意授权成都
市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和《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
运营—移交”项目管理办法》《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等规定，依法组织投资人招
标工作。这意味着，天府新区至
邛崃高速公路（简称天邛高速公
路）项目动工开建指日可待。

根据《天府新区至邛崃高速
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
的项目概况，天邛高速公路选址
新津县、邛崃市境内，路线起点接
在建的成乐高速公路扩容文山枢
纽互通，路线向西布设，经新津县
梨花山、永兴场接入邛崃市天府
新区邛崃产业园区南侧，继续向
西经邛崃市牟礼镇、固驿镇、宝林
镇、文君街道、孔明乡，接入孔明
乡境内的邛名高速，形成枢纽互
通。路线全长42公里，设计速度
为120公里/小时，双向六车道。
整条高速公路将设立桥梁31座、
隧道1座，设置互通式立交7座。
预计今年开工建设，2022年建成
通车。

邛崃市交运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规划，天邛高速将继续延
伸，连接邛崃西路山区镇乡，在雅
安芦山县、天全县接雅康高速、雅
西高速，目前该方案正在由雅安
市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
工作。

据四川在线

6月14日，“聚焦新经济共享新未来
——2019新经济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
来自阿里巴巴、苏宁、阿里云、菜鸟、饿了
么、途家、新氧科技等20多家互联网龙头
企业的高管，以及国研新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朱克力、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等专
家齐聚成都，论道“新经济”，为新经济发展
建言献策。6月17日，本报将对本次大会
进行详细报道，重点展示各位大咖的观点。

观点碰撞
互联网大咖论道新经济
本次大会吸引了众多行业大咖参

加，包括小猪 CEO 陈驰，Rokid 创始
人兼CEO祝铭明，哈啰出行联合创始

人、总裁李开逐，阿里云中国区副总裁
陈斌，围绕新经济发表了主题演讲。

陈斌认为，人类已经从电力时代进
入了算力时代，其中算法和算力是新的
生产力，数据是新的生产资料。陈斌表
示其本质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

朱克力、吴声以及西南证券研究发
展中心新经济研究首席分析师陈杭等来
自各类研究机构的专家，也在大会上解
读了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朱克力在大会演讲中首次提出“新
经济都市圈”的概念引发关注。与“三破
三立”新经济法则，立足成都现状，为成
都新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朱克力看好成都的发展，“成都这块
地理意义上的盆地变成中国新经济的高

地，变成全球投资创业的热土。”
吴声在演讲中提出，新技术创造新

物种，产生新的土壤或新场景解决方
案，比如5G+AI+IoT 构成全新生产力
与思维方式。

本次大会还设有四个圆桌分论坛，
来自阿里巴巴、苏宁、菜鸟、哈啰出行、小
猪、途家、盒马鲜生、饿了么、UU跑腿、闪
送等企业的高管与专家,在现场围绕新
经济展开热烈讨论。

数据报告
解读成都新经济人才与消费现状

为更好地了解新经济发展，特别是
作为新一线城市成都的新经济生态，本
次大会上，封面新闻联合BOSS直聘发

布了《成都新经济人才趋势报告》。
该报告显示，2019年1-5月，成都

市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业
经济、共享经济、流量经济“六大新经济
形态”相关行业人才需求旺盛。

但是，报告也显示目前成都市场上
人工智能人才的整体素质与企业要求仍
存在差距，对自身的估值无法达到企业
真正的需求水平，高质量人工智能人才
高度紧缺的现状还在持续。

封面新闻还联合第一财经商业数据
中心CBNData发布了《成都消费气质报
告》。报告显示，成都人“有钱又有闲”的
特征造就了成都人在消费方面追求潮流
的同时，也在将悠闲进行到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2019新经济大会召开
互联网大咖齐聚成都论道新经济

宜宾至成都大巴车
票价降至60元

成都到酒都 1个半钟头动车载你闻酒香
今天看封面直播，体验成贵铁路成宜段首发动车

前尚未开通。全线开通后，成都到贵阳只
需3小时，无需像现在绕道重庆，到广州也
只需7小时。

成贵铁路开通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就
是改变了川南宜宾无高铁的历史。因此，
从今年3月开始，关于成宜高铁开通时间

的传言不断出现。如今尘埃落定，不少网
友高呼“太激动了”！

或许你周末没空回家，或许没抢到车
票……都没关系，跟着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坐上首发动车，一起去体验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摄影报道

天邛高速项目获批
从邛崃30分钟
飙拢天府新区

宜宾结束不通
高铁的历史。

和谐号动车。
（资料图片）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