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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8版
阴天有间断小雨偏北风1-2级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七十载光辉
岁月，九万里风鹏正举。在人民空军成立
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出席庆祝空军成
立70周年主题活动，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对空军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
空军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

上午10时15分许，习近平来到位于北
京市昌平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广

场上，“蓝天魂”雕塑庄严肃穆，“胜利之
火”火炬熊熊燃烧。习近平首先向人民空
军英烈敬献花篮，他迈步上前，整理花篮
缎带，向人民空军英烈三鞠躬。习近平缓
步绕行，瞻仰人民空军英烈墙，表达对英
烈的深切缅怀。人民空军的历史辉煌，是
用奋斗、牺牲和奉献铸就的。70年来，人
民空军英雄辈出。习近平强调，我们要永
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

英雄精神。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庆祝空军成立70

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分为“蓝天铸忠诚”和
“奋飞新时代”两个展区，展出各型飞机9
架，图片、实物1500多件，再现了人民空军
70年的光荣历史和发展成就。一张张图片
展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
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他不时驻足观看，认
真听取讲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空
军先进单位和英模代表，勉励他们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

习近平指出，人民空军走过了70年的
光辉历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空
军官兵胸怀凌云壮志，搏击万里长空，推
动空军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建立了不朽功
勋。人民空军不愧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

部队。
习近平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
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
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
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苗华、张升民
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时强调

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经李克强总
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
查条例》规定，国务院决定于2020年开展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通知》指出，普查对象是普查标准时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不包
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
员。普查的内容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
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
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普查标
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

国务院决定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本届成都创意设计周将持续至11
月11日，将举办金熊猫天府创意设计
奖、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iF成都创
意设计论坛等三大主体活动，以及“新旅
游·潮成都”文化旅游创意系列活动、时
尚创意设计主题活动、2019金熊猫创意
人才培训、文旅产业项目招商推介会暨
签约仪式等配套活动。

打造品牌奖项
2019金熊猫天府创意设计奖揭晓

金熊猫天府创意设计奖经过6年的
持续打造，已经成为中国创意设计业界
的品牌奖项。11月8日上午，2019金熊
猫天府创意设计奖评选结果在成都世纪
城会展中心揭晓。

记者了解到，本届金熊猫天府创意
设计奖面向全球共征集到4200件创意
设计作品，评选出涵盖工业创意设计、空
间创意设计、文旅创意设计、数字创意设
计、时尚创意设计五大类别的金奖作品4
件、银奖作品15件、铜奖作品25件、入围
作品49件，同时评选出概念奖优秀作品
21件、概念奖入围作品42件，以及天府
记忆·成都礼物特别奖8件。

“天府记忆·成都礼物”是本届成都
创意设计周设置的特别奖项，旨在结合
成都本地创意设计产业，通过设计赋能
商业发展，打破边界，实现多专业、多业
态融合，让创意设计为城市发展服务。

“今年的工业设计方面的成果，明显
比去年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是作品量更
大，二是质量、水平提升了，并且在关系
到我们国家的支柱产业、关系到国民经
济建设急需的一些重点领域，都有相当
出色的作品出现。”评委会主席柳冠中对

2019金熊猫天府创意设计奖评价道。

汇聚全球创意
“一带一路”国际馆参展国创纪录

自2014年创办以来，成都创意设计
周以展览会为平台和窗口，持续助推创
意设计与城市经济发展融合，以创意激
发成都新经济发展活力。本届成都创意
设计周的三大主体活动之一——第六届
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在世纪城新国
际会展中心2-5号举行，设置工业创意
设计（国际）馆、时尚（生活）创意设计馆、
文旅创意设计馆、数字创意设计馆四大
展馆。

美国戴尔科技集团人工智能、比利
时先锋文化光影体验、保加利亚空间装
置艺术、约旦马赛克艺术、俄罗斯的套娃
艺术，波兰波兹南设计节、塞尔维亚时装
周……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把原汁原
味的全球创意设计体验带到成都，并在

“一带一路”国际馆里集中呈现。
2017年起，成都创意设计周开始设

置“一带一路”国际馆，成为每年最值得
期待的特色亮点展区之一。今年，该馆
的参与国家达到24个，同比增长41%，
为历届之最。

记者注意到，曾培育出多位“普利兹
克奖”得主的英国建筑联盟（AA）学院今
年在成都创意设计周的现场设置了超大
展位，展示其经典的建筑设计作品。期
间，英国建筑联盟（AA）学院还与成都创
意设计周、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联合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AAVS·Chengdu项目
将正式落户成都，在此成立教学中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 杜江茜柴枫桔

在正发力创意经济的
成都，新的机遇早已展开。

两年前的11月，iF总
裁拉尔夫·维格曼参加了
iF成都设计中心揭牌仪
式。两年之后，这座位于
高新区菁蓉汇的 iF成都
设计中心，在设计之夜上
首次公开亮相。据 iF成
都设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iF成都设计中心
已邀请2018年获得设计
奖的五个厂家进场展览，
包括Miniso、Design3、小
米、Grohe 和杜芮科技。
成都本土的沁悦行、宽窄、
许燎原博物馆、云豆设计
等也在中心驻场展览。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
创意设计周展览期间，设
计中心一楼还将同步展示
会展中心内 iF展的2019
年 iF设计奖获奖产品，二
楼将同步展示2019年成
都国际家居设计奖by iF
的获奖作品。

“iF”是德国汉诺威工
业设计论坛的简称，1953
年发起iF Design Award
（IF设计大奖），素有“设计
界奥斯卡”的美誉。但在
拉尔夫·维格曼看来，设计
是没有壁垒的，他希望能
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

“我们希望能搭建起这样
一个交流平台，碰撞出更
多的创意和火花。”

更令人期待的是，专
门针对全球学生与年轻专
业设计师举办的 iF设计
新秀奖，将在2020年首次
离开德国来到成都举办。

“我们在成都发出邀请，希
望以后能够找到更好的方
式和成都创意设计工作室
进行交流合作，在互相沟
通交流中促进文化融合。”
拉尔夫·维格曼坦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杨金祝

柴枫桔

彭清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扩大）会强调

坚持学用结合 强化制度执行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

尹力柯尊平邓小刚参加学习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
11月8日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专题学习（扩大）会，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主持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
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
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持
续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为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作好示范表率，不断把学习贯彻

全会精神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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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
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专题学习会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彭清华带头发言，并对各级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提出要求。第二阶
段，省委常委班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省
政府党组、省政协党组分组进行学习讨论，
每位同志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思想和
工作实际，分别谈认识体会。大家一致认
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
义的会议。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
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
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
策，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高瞻
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励精图治的历史担当，
对于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大家一致表
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在四川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下转02版）

在成都创意设计周，发现世界的想象力。11月8日，由成都市人民政
府主办，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在世纪城
新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德国、英国、芬兰、美国、意大利、荷兰等30余个国
家及地区参与到本届成都创意设计周的各项活动之中。

iF总裁拉尔夫·维格曼：
iF设计新秀奖明年移师成都举办

11月7日，在成都
创意周·iF设计之夜上，
德国iF在海外的第一座
设计中心——iF成都设
计中心正式亮相，这标志
着“设计界奥斯卡”在成
都正式启用。

8日，在第六届成都
创意设计周上，德国iF
国际论坛设计有限公司
总裁拉尔夫·维格曼透
露，2020年iF新秀奖颁
奖典礼将移师成都高新
区举办，旨在发掘全球最
出色的设计创意与新锐
设计师。

“我们在成都发出
邀请，希望能邀请到更多
专家人士加入，在设计
师、消费者之间搭建平
台，在互相沟通交流中促
进文化融合。”拉尔夫·维
格曼说，“在成都，设计产
业的潜力和可能性将会
越来越大。”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