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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北京6月17日电（记者 张守
帅）6月17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
京举行以“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治蜀兴川
再上新台阶”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作主题发布并回答
媒体记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回答
有关提问。

彭清华在进行主题发布时说，四川是
一片充满红色印记的革命热土。新中国成
立后，四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艰
苦奋斗、砥砺前行，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了令
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民生保
障持续改善，民族团结进步开创新局面。
巴蜀大地的沧桑巨变、人民生活的时代跨
越，是共和国70年发展辉煌成就的一个生
动缩影。我们深深感受到，近代以来久经
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根本就在于党的
坚强领导，在于与时俱进的党的指导思想
科学指引。四川的发展成就也是全国人民
大力支持、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
果。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只要我们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砥砺
前行，四川就一定能够伴随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实现新的更大发展、书
写新的时代篇章。

彭清华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亲临四川视察指导，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治蜀
兴川作出了战略谋划、指明了方向路径、描
绘了美好蓝图。我们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办了一批打基础利长
远的大事，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发展
总体擘画在巴蜀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坚持以创新培育动能，加快建设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初步走出一条具有
四川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坚持以协调增
添后劲，加快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
域发展新格局，干支联动、竞相发展局面正
在加快形成。坚持以绿色夯实本底，进一
步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巴蜀大地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加优美。坚持
以开放拓展空间，着力形成“四向拓展、全
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四川的“朋

友圈”越来越大，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
升。坚持以共享释放红利，确保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坚持把加强党的
建设贯穿四川改革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坚
定不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随后，媒体记者围绕四川如何主动融
入国家大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支持创
新创业、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以
及2019年全省经济发展预期等踊跃提问，
彭清华、尹力用详实的数据、鲜活的实例一
一予以坦诚回应。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新闻
发言人胡凯红主持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同步举办了以“美丽四川、
开放四川、活力四川、奋进四川”为主要内
容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发展成就展示
活动。

6月17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作主题发布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回答有
关提问。 四川日报记者 欧阳杰 摄

彭清华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尹力回答有关提问

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17日举行媒体吹风会。中联部部长宋涛、
外交部副部长罗照辉介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

宋涛表示，应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
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6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

再次访问朝鲜，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首次访问朝鲜。此访正值中朝建交70周年之
际，对两国关系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
意义。

宋涛表示，朝方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此次
访问，将热情友好接待习近平总书记一行。访问
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将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会见
会谈，参谒中朝友谊塔等活动。

习近平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非一般的美丽
既有自然之美，也有文化之美，

更有创新之美

一进入展厅，一个熊猫造型的欢迎
牌率先映入眼帘，上面写着“天府四川欢
迎您 WELCOME TO SICHUAN”。欢
迎牌两侧，立着两只憨态可掬的彩绘大
熊猫。

大熊猫的故乡钟灵毓秀，峨眉山、九
寨沟……每一张图片，都给人以大片的
感觉。

刷墨、铺纸、拓印，几道工序一气呵
成。在现场，绵竹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胡
光葵熟练印制出一张“仕女骑车图”，引来
一阵喝彩；相邻的展位上，青神竹编的传
承人拿起如丝线一样纤细的竹丝，在瓷器
上穿梭；旁边的展台上，三星堆纵目面具
模型、成都漆器、蜀锦蜀绣、藏羌织绣等一
大批四川非遗产品在现场展示。

这一切，让人们对于四川的美，有了
更深入的理解。四川之美，不仅在自然，
更在器物，不仅在山水，也在历史和文化。

当听说千年历史的青神竹编与世界
顶级品牌的合作案例时，参观者评价：这
是古老与现代的碰撞，是四川与世界的
牵手，折射着四川的创新之美。

非一般的胸怀
有形的路在延伸，无形的路在

夯实

位于展厅中心的，是天府国际机场
模型。取意太阳神鸟的航站楼停靠着几
十架“飞机”，即便只是模型，也让人感受
到了它的壮观。

只见工作人员轻轻按下一个按钮，
一段铁轨从航站楼下缓缓伸出，未来，时
速350公里的成自宜高铁将从机场的航
站楼和跑道的地下穿过。

天府国际机场定位是“国内领先、世
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机场，中国面向欧
洲、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中亚的国际空
中门户，是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重要推手。

天府国际机场的规划建设，从某种
程度上说，见证着四川从西部内陆走向
开放前沿的历程和决心。

不仅有天府国际机场，在模型的一
侧，中欧班列（成都）的图片也吸引了人
们的关注。自2013年首发，这趟连接欧
亚的国际班列累计开行3453列，开行数
量居全国第一。

有形的路在延伸，无形的路正在
夯实。现场展示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外国驻川领事馆已达 17 个，居中
国内地第三；中德、中法、中意、中韩、
新川等国别合作园区正在四川加快推

进；落户四川的世界 500 强企业已达
347家。

非一般的活力
柔性屏、无人机，“四川造”高科

技产品层出不穷

展厅内，同样受人关注的还有翼
龙Ⅱ无人机模型，它也成为现场观众
争相合照的“大明星”。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翼龙Ⅱ无人机，标志着中
国大型察打型无人机达到了世界一流
水平。

看了模型还不过瘾，“真机”演示才
能一饱眼福。在展厅的右侧，一块不断
变化着画面的小屏幕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观众从屏幕的
前方走到了侧面，才发现这块手机屏幕
大小的显示屏薄如蝉翼。

“ 这 是 京 东 方 第 六 代 柔 性
AMOLED屏幕，厚度仅有0.03毫米，比
一根头发丝的直径还要薄。”得知这块能
弯曲、能折叠的屏幕已经运用到很多手
机上，有媒体记者表示：“一个小屏幕，就
让我们感受到了四川发展的活力。”

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四
川市场主体从316.28万户跃升至560.94
万户。井喷的市场主体数量，正是市场
活力的体现。

非一般的奋进
从小家到大家，跨越奋进是过

去70年整个四川的姿态

航拍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火普村
异地扶贫搬迁点，一幅图以小见大，展现
四川脱贫攻坚战场的彝区新貌。

凉山彝区脱贫，是发布会上媒体记
者关心的话题。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凉
山彝区的贫困人口已经从2013年底的
72万减少到去年底的30.9万，贫困发生
率从29.5%下降到12.7%。凉山彝区很
多贫困群众已经搬进了新居。

打赢脱贫攻坚战，四川立下了“军令
状”，要确保凉山彝区到2020年与全国
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从贫困走向小康，凉山彝区的变化，
浓缩了整个四川的变迁。数据显示，1952
年四川省生产总值为24.6亿元，而到2018
年，这一数据为40678.1亿元，增长超过
1600倍。去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321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331元，这与1978年相比，增幅均达90
倍以上。不仅数据在增长，结构也在优
化。去年，四川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了
50%，达到了51.4%，这一数据在1982年
仅为20.7%。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300家，
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6%。

新时代新起点，四川把握机遇，正快
马扬鞭。

四川日报记者 梁现瑞袁婧 吴浩

向祖国报告 四川正快马扬鞭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省发展成就展示活动在京举行

6月17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省发展成就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如何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
川的发展成就，成为了摆在策展团队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展示活动聚焦‘美丽’‘开放’‘活力’‘奋进’4组关键词，希望让参观者看到一个崭新的四川。”策展
团队相关负责人这样介绍。

雅西高速公路为攀西地区发展提供了重要交通保障。省交通投资集团供图

壮丽 年 奋斗新时代 长宁县发生6.0级地震
彭清华尹力作出批示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6月17日22时55分，宜宾市长宁县发生6.0级
地震，震源深度16千米。地震发生后，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彭清华立即作出
批示，要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赶
赴震区了解灾情，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及时组织防灾避险，保
障电力、通信、道路等畅通。省地震局要加
强震情监测分析。他强调，近期震区经历了
较强降雨，要严防地震和降雨双重影响造成
的次生灾害，加强地质安全隐患监测，特别
要对河坝、山塘、水库等进行拉网排查，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作出批示，对抢险救援提出要求。

据了解，省政府已启动二级响应，副省
长尧斯丹率领应急管理厅等部门赶赴震
中。国家矿山应急救援芙蓉队、宜宾市矿山
救护队、兴文县矿山救护队、珙县安顺矿山
救护队、筠连县矿山救援大队、叙永县矿山
救护队、应急救援信息中心、云南东源矿山
救护队等救援队紧急奔赴现场实施救援。

相关报道详见08版

七十载砥砺奋进 新时代再铸辉煌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专场新闻发布会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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