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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华西都市报创
刊25周年，同时，感谢超
千万用户对封面新闻客户
端的喜爱，12 月 10 日，
“新物种·进化论 华西都
市报创刊25周年暨封面
新闻用户节”将在成都正
式启动。

此次活动将开启为期
三个月的盛大用户互动活
动，并向您发出诚挚的邀
请：欢迎每一位老友、新朋
重逢欢聚，见证我们的成
长，以及新物种拔节向上
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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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一、招标条件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由于事业

发展需要，需采购一批办公电脑、摄影摄像
及航拍设备，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
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本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

2.项目内容：摄影摄像及航拍设备采购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8楼B区；
4.招标内容：专业媒体视频拍摄用单反

相机、微单相机及航拍无人机等摄影设备；

具体规格型号、技术及售后服务要求详见
招标文件第五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独立法人资格的，具有相关经营范围的生
产厂家或经销商；

2.经独立法人资格授权合法登记注册
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3.具有本次招标设备合法生产、经营资
格的专业生产厂家或国内经销商家。
四、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以上证件应为原件；
2.经办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以上证件验原件收盖鲜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大厦12楼B区集团总
经办；

报名时间：2019年 12月 9日——12
月13日（上午9点-12点，下午2点-6点）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廖女士，电话：028-8696819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9日

招标公告

打开全视野
跳出四川模式研究四川发展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旨在一个区
域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
相互关联、差异化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
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更需要融合多学科
理论，以解决四川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
问题，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川省
社科联主席杨泉明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成为
沿线国家共同的“机遇之路”，同时也为四
川发展奠定了区位新格局，提供了开放发
展的广阔新天地。

“强调国家战略背景下四川的发展，
不能就四川论四川。”杨泉明认为，四川发

展需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打开视野
的关键在于“协同”两字。

如何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机制”。
“包括搞产业、经济增长点、增加税收、扩
大GDP，要围绕协同建立新机制，把经济
纳入协同的路子上。”杨泉明说。

“既要盯准前沿抬头看路，更要打牢
基础练足内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杨
泉明表示，“一干多支”理论创新是复杂的
系统性工程，需要以全面立体的视野，促
进政、产、学、研、用的跨界别、跨学科、跨
地域的协同研究，以此提高创新成果的科
学效用。当前四川省社科界跳出四川模
式研究四川，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和手
段，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技术，全面揭示经济社会现象背后
的客观规律。

近百名社科专家建言献策

探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四川机遇”
一带一路丝路花

开，一干多支五区协同。
今年，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的第 6
年，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
交汇的重要节点，四川提出“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在此
重要背景下，四川拥有哪些新的机
遇？

12月9日，“一干多支、五区协
同”发展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四川发展机遇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本次研讨会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西南财经大学主办，西财智库
承办，邀请了全省近百名社科领域
大咖、专家聚集于此，共话四川机
遇，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
力建言献策。

推进城乡基层治理
高校应加强

“学科+人才”双输出

“深刻把握四川作为‘一带一路’
重要衔接点和机遇，深入探讨四川发
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西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赵德
武说。

“上周我也参加了会议，感触很
深！”在刚刚结束的省委十一届六次全
会中，明确了推进四川省城乡基层治
理的主攻方向。赵德武认为，推进城
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中，
高等学校肩负重要使命，可以充分发

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加强
基层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跟踪研
究。

同时，高校也在为基层治理输送
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据了解，目前，
西南财经大学对社会学博士点进行了
整合，就是为了强化社会治理方面的
建设，以便于更好地服务四川经济社
会发展，推进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寻找开放性解决方案
用来解决中国不平衡发展

“西部发展，必须要有支撑西部发
展的理论。”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
席执行官汤继强强调，以“一带一路”
倡议与“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的
契合为突破口，以成渝城市群发展带
动和提升西部经济一体化发展，是解
决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研究“一带
一路”倡议背景下四川区域发展重大
战略的内涵、特征与形势，对于四川经
济高质量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必然趋
势。

数字显示，2019 年 1-10月四川
贸易进出口总值逆势上扬，达到
5489.3亿元，实现14.8%增长，远高于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2.4个百分点。在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四川外
贸何以取得如此佳绩？

“解决四川与中国问题，一定要有
开放性的解决方案。”汤继强教授认
为，这得益于四川省委“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
署，这也进一步说明四川发展必须寻
找开放性解决方案。

“一艘船队，航行最慢的船决定了
整个船队航行的速度，过去西部地区

就是航行最慢的那条船。”把四川发展
战略放在国家发展战略，乃至全球视
野进行考量，汤继强对此提出了三点
建议：一是把“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战
略的考量，用来解决中国不平衡发展
的问题，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
战略做好了，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就
能找到答案；二是一定要在西部建设
产业中心和经济中心，提升四川与世
界对话的能级；三是以四川的发展，以
及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推动国家的均
衡发展。

区域协同
最终落在

“产业”与“经济发展”

“西部陆海新通道相当于我们的
血脉和神经。四川如何在陆海新通道
里面发挥作用？”成都市社科联主席杨
继瑞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入
手，围绕四川发展和西部发展作了主
题演讲。他认为，陆海新通道对于四
川和重庆的意义非凡，但如何构建众
人拾柴火焰高的机制很重要。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长江学者刘锡良表示，根据
四川目前发展情况看，“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完全可以成为继长三角、珠三
角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需要
用全球视角看这个问题，用开放的视
角看这个问题。任何产业发展离不开
金融，而金融也不能离开产业，他强
调，“一干多支、五区协同”最终要落实
到“产业”和“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强
调金融创新，“新兴产业出现，产业革
命要完成，必须得益于金融创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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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风来满眼春》作者陈锡添：

华西都市报开拓中国报业新局面

在华西都市报创刊25周年之际，陈锡添特地挥毫写下四个字：
再创辉煌。

陈锡添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一篇《东方风来满眼
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文章。陈锡添说，在传统媒体比较式微的
情况下，华西都市报仍然能不断创新，在全国新闻界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成
绩，“向你们表示祝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 实
习生 刘柯辰）12月9日，记者获悉：
成都市新津县纪委监委为了畅通
信访举报渠道、提高信访办理质
效，将信访接待台，设到村民“家门
口”。截至十月，共接收信访举报
68件，同比下降45.38％。

据悉，为破解信访举报“中梗
阻”，新津县纪委监委强化宣传引
导，制发《县纪委监委信访举报件
办理工作办法》，通过微信、网站等
媒介宣传“六受理、三不受理”内
容，并发放宣传单5000余份，力求

让群众“走对门”，不跑“冤枉路”。
变“上访”为“下访”，将“接访台”设
到群众“家门口”，常态组织机关党
员、干部每月到村（社区）“三报
到”，开展“百企千商大走访”活动，
选聘106名村（社区）监察工作信
息员，主动深入一线排查、收集、解
决问题。

同时，注重整合资源，加强协
作，优化与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县
民生诉求会办中心等部门信访“双
向移送”机制，加强基层腐败问题
线索排查。今年以来，全县共接访

109起，其中县级相关部门移送占
比8.26%。

为避免形成信访“疑难杂症”，
新津县纪委监委坚持精准识别、主
动告知，对41名非检控类问题信访
人实行“一站式”告知，全力协调主
责部门受理处置，确保群众诉求得
到有效解决；积极探索实名举报“步
步反馈工作法”，坚持事前约访通报
情况、事中约访了解情况、事后约访
反馈情况，使群众实时了解信访举
报问题办理进度，增强群众的信任
度，避免矛盾激化、问题恶化。

华西都市报的创刊
“在中国报业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

陈锡添是一位资深的新闻人，1966年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12月到
深圳特区报工作，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
总编辑；1999年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
辑。他的代表作品《东方风来满眼春》是中国
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文章，真实记录了
1992年1月19日至23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
时所作的重要谈话，将改革的讯息、伟人的声
音传遍世界。

作为一名新闻同行和前辈，陈锡添对报
业历史非常熟悉，他说：“华西都市报是中国
的第一张都市报，它一出世，就在全国引起很
大的影响。”

对于华西都市报的成功，陈锡添认为：
“因为它接地气，关注民生，很好地反映了老
百姓的生活，所以很受欢迎。”

陈锡添说：“华西都市报的创刊，在中国
报业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令人耳目一新，在
此之后，各地的都市类报纸也跟随华西都市
报纷纷面世。”

华西都市报的创新
“在全国新闻界独树一帜”

在今年1月份，陈锡添受邀来到
成都，参加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榜样中国·2018四川十大经
济影响力人物”颁奖典礼。

陈锡添说，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举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既勉励和

鞭策企业家们砥砺奋进，诚信经营，
也有利于推进四川经济的发展。同
时，也履行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在颁奖典礼过后，陈锡添参观了
封面新闻，详细了解了封面新闻的创
设、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看到封面新闻，我觉得很新鲜，
无法想象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后，陈锡添也成为封面新闻的“粉
丝”，关注封面新闻的发展。

“封面新闻在全国的影响很大，
经常在微信上看到你们的报道。”陈
锡添说，“在传统媒体式微的情况下，
华西都市报仍然能不断创新，在全国
新闻界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成绩，
向你们表示祝贺。”

为此，陈锡添专门写下“再创辉
煌”四个字，庆贺华西都市报创刊25
周年，“之前华西都市报创造了辉煌，
如今封面新闻再创辉煌。”

新津县：信访接访台开到“家门口”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执行官汤继强。

陈锡添为华西都市报创刊25周年提笔写下
“再创辉煌”四字，以示庆贺。

陈锡添表示，“之前华西都市报创造了辉煌，如今封面新闻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