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吴禹涵 记者 肖洋
徐湘东）一个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
一个是重庆腹心地带的“鱼米之乡”，同
饮一江水的两座城市，将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为把握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战略机遇，在四川省两会结束后，攀
枝花市委、市政府组织党政代表团，赴
重庆市长寿区开展考察学习。5月14
日，攀枝花市与长寿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这两座在三线建设时期就结下友谊
的城市，将共同唱好“双城记”。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攀枝花市与长
寿区缔结为友好市区，两地将以项目为
基础，加强产业合作务实发展、文旅资
源共建共享、商贸物流融合发展、园区
平台建设合作等，共建跨区域高质量合
作的样板示范。

两地签署了《推进钒钛、钢铁新材
料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利
用两地科研机构以及攀钢集团、重钢股
份等大型钢铁企业的科研优势，合力开
展钒钛磁铁矿低成本提取、高效综合开
发利用，以及钒钛钢铁新材料广泛应用
等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加强资金
互补和人才交流等，进一步加大钒钛磁
铁矿开发利用投资。

双方还将共建互补型产业链，积极
探索在长寿经开区和攀枝花钒钛高新
区建立产业相互转移基地，共建长攀钒
钛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和科研成果转化
基地等，将两地建设成为世界级钒钛、
钢铁新材料产业研发、生产、应用基地，
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西部经
济中心。

两地还签署了《加强康养产业发展
合作协议》。将以攀枝花市打造国际阳
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和长寿区打造长江
黄金旅游带大景区为目标，推动双方康
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实现康养产
业合作互惠，共赢共享。

在康养产业方面，两地共享康养资
源，支持发展“康养+农业”“康养+工
业”“康养+医疗”“康养+旅游”“康养+
运动”等康养产业，打造中高端康养基
地和特色康养小镇。在文旅产业方面，
互相支持在对方城市举办城市营销活
动，推动两地互为康养旅游客源地与目
的地。在农产品营销合作方面，两地将
互设展示展销窗口，鼓励两地企业在主
要农畜产品批发市场开设直销门店或
特色农产品直销店，并开展电子商务合
作。

此外，两地还将共同探索交通、教
育、卫生、医疗、文化、人才等多个领域
的交流合作机制，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同饮一江水，共唱‘双城记’。”签
约仪式上，攀枝花市委书记贾瑞云表
示，长寿地处重庆腹心地带，长江穿境

而过；攀枝花是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
金沙江、雅砻江在此交汇。三线建设时
期，包括长寿在内的一批重庆儿女积极
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
线”的时代号召，奔赴当时只有“七户人
家一棵树”的攀枝花，为攀枝花开发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55年来，两地经
贸、文化等交流往来不断增多，相互联系
日益紧密，在枢纽型区位、城市人口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
之处，又在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历史文
化、环境气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补特征，
合作有基础、有条件、有机遇、有空间。

接下来，双方将以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为统揽,以此次签约为新
的起点，按照项目化、清单化思路，推动
战略合作协议和专项合作协议议定事
项进一步明确细化、逐项落实，争取早
日落到实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成果，
形成“1+1＞2”的聚合效应。

成都质量工作获国务院办公厅点赞
——解读成都青羊区质量工作亮眼答卷

5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获悉，5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
布通报，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行表彰激
励。其中，包括广东省广州市在内的全
国十个市区，为“推进质量工作成效突
出的地方”，成都市青羊区榜上有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
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
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国办发〔2020〕9
号”），发文对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对
2019年落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扩大内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13个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并相应采取30项奖励支持措施。

30项奖励支持措施之第24项，“推
进质量工作成效突出的地方 河北省迁
安市，上海市奉贤区，江苏省泰州市，浙
江省台州市，安徽省滁州市，福建省福
州市，江西省赣州市，湖南省株洲市，广
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国务院的通报，明确了对上述十个市
区、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2020年组
织实施，“在质量工作改革创新先行先
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协同服务及应用
示范基地建设、质量技术机构优先布局
建设等方面，予以激励支持。”在5月12
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将青羊区
建立电梯应急维修资金使用和技术支

撑协同机制，深入推动老旧电梯维修改
造，有效降低电梯安全类投诉作为注重
群众获得感的案例进行了介绍。

据悉，近年来，成都市青羊区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的决
策部署，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
展，成立了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质
量强区工作领导小组，大力推进质量（品
质）提升暨质量强区战略，在强化市场监
督管理实践中，把思路创新、工作创新和
方式创新作为提升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
内容，高效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2019年，青羊区成功创建
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区。近年来，辖区
企业先后获得“中国质量奖”1项、“中
国质量奖提名奖”2项、“四川省天府质
量奖”2项、“成都市市长质量奖”2项。

2019年，青羊区工业产品监督抽查
合格率97.7%，食品评价性抽检合格率
99.4%，特种设备定检合格率98.7%。立
案查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等各类案件502件、罚没501.26
万元。本行政区域内近3年未发生过食
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以及工程、
服务等领域的重大质量安全事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

■聚焦成都青羊质量工作系列报道之一

5月12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再次点赞青羊区建立的电梯应急维
修资金使用和技术支撑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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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5月14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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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9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
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
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7时）
AQI指数 70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巴中、马尔康、绵阳、资阳、
广元、宜宾、德阳、内江、乐山、泸州、
眉山、自贡
良：南充、遂宁、广安、西昌、攀枝花、
雅安、达州

1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晴

晴

多云转小雨

阴转多云

多云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阴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晴转小雨

多云

多云转小雨

多云

多云转小雨

4-25℃

8-21℃

18-32℃

20-35℃

16-30℃

20-30℃

20-30℃

19-29℃

19-30℃

20-31℃

21-31℃

21-31℃

20-31℃

21-31℃

20-31℃

20-30℃

20-30℃

20-29℃

18-29℃

20-29℃

小雨转阴

小雨转中雨

小雨

多云转小雨

晴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阴

阴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多云转阴

小雨转阴

多云转阴

小雨转阴

8-22℃

8-11℃

16-26℃

21-31℃

17-34℃

20-33℃

20-32℃

21-31℃

18-30℃

20-30℃

22-31℃

22-31℃

21-31℃

21-30℃

20-28℃

21-30℃

19-32℃

21-30℃

19-32℃

20-32℃

排列 3 第 20085 期全国销售
29575470元。开奖号码：835。直
选全国中奖14244（四川939）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57901（四川6394）注，单注奖金173
元。22239866.91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 5 第 20085 期全国销售
12026160 元。开奖号码：83502。
一等奖 75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418247692.2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
告。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再续“三线情”共唱“双城记”

攀枝花与重庆长寿区
签署“1+2”合作协议

5月14日上午，攀枝花市与重庆市长寿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王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