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
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

●要把金融改革开放任务落实到位，同时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
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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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中国·遂宁鲜·永红矮晚柚采摘节暨新闻发布会在蓬溪矮晚柚基地举行，1000 余

名游客欢聚一堂，现场采摘、吃坝坝宴、赏歌舞，体验初春乡情。 付景和/图 橙子/文

广告

第一次大会（开幕大会）执行主席：
刘德福 蒋志明 胡家正 周 通 欧斯云

刘 枫 冉 义 谢 炯 周 华 刘锋华

第二次大会（选举大会）执行主席：
刘德福 蒋志明 胡家正 周 通 欧斯云

刘 枫 冉 义 谢 炯 周 华 刘锋华

第三次大会（闭幕大会）执行主席：
刘德福 蒋志明 胡家正 周 通 欧斯云

刘 枫 冉 义 谢 炯 周 华 刘锋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大会执行主席名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大会秘书长名单

大会秘书长：蒋志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大会副秘书长：刘 捷 刘锋华 李静波 蒋 勇

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 2 月 22 日下午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

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国

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

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

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

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

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

业健康发展。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谢多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

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

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

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序推

进金融改革发展、治理金融风险，金融业保

持快速发展，金融改革开放有序推进，金融

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

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同时，我国金融业的

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

还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

和问题仍然突出。我们要抓住完善金融服

务、防范金融风险这个重点，推动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

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

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

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

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

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习近平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

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

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

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

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要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

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

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

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要建设一个规

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

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

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

管。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

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

供精准金融服务， （紧转03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邵革军调研督导经济“开门红”工作时强调

抢抓机遇促发展
大干实干开新局

人勤春来早，节后的遂宁干劲满满，正

全力冲刺“开门红”。开局就要奔跑，作为

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官”，明星电力公司

全力以赴，以优质的电力服务、能源保障助

力遂宁经济社会发展。

2019 年，明星电力的“规划图”已经绘

就：继续实施“科技兴企、二次创业”发展战

略，在 2018 年达到国家电网直管供电公司

服务和保障能力的基础上，定向国内一流综

合能源服务企业，加快智能智慧化建设，不

断强化供应保障、优化客户体验，助推成渝

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建设。

电网“手拉手”水网“三纵四横”
要素保障更加有力

“报告负责人，绝缘斗臂车一切完好，可

以 进 行 10 千 伏 天 机 线 60# 杆 带 电 接 引 作

业。”2 月 21 日上午 10 点，明星电力带电作

业班现场负责人曾俊对带电作业发出工作

要求：“好，可以作业，请各位工作人员按规

定操作、注意安全。”为了保障附近的企业

专供线路供电不受影响，一场带电作业由此

开始。

随着绝缘斗臂车的上升，两位高空作业

工作人员迅速为 10 千伏电路披上绝缘遮蔽

物，并开展接线搭火作业。

“这里并通了天机线和喜之郎供电专线

天喜线，如果不采取带电作业，将对企业生

产带来严重影响。”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

班长夏永刚不敢有丝毫懈怠，“带电作业危

险程度较高，一点也不能马虎。”

经过绝缘作业，1 个小时后，两名高空

作业人员稳稳落地。“报告负责人，搭火成

功，带电作业完成。”夏永刚告诉记者，这已

经是当天第二个带电作业点位。为了保证

电力供应， （紧转03版）

电力先行 助力经济“开门红”

奋力冲刺

开门红开门红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月梅） 2 月 24
日下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德福前往

小组会议，看望出席政协遂宁市第七届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

刘德福向各位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亲

切问候。他说，即将召开的政协遂宁市第七

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是决战决胜全面小

康、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关键时

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各位政协委

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的政治态度、负

责的担当精神，充分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

策，不辜负群众的重托。

刘德福要求，要认真做好参会准备，在

会前调研的基础上，紧扣主题，认真撰写提

案，客观反映社情民意信息。要认真履行

好职责，充分行使民主权力，围绕会议各项

议题发言，积极反映群众呼声。要认真遵

守会议纪律，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和大会秘书处各项规定要求上来，营造

风清气正的会风会纪，确保会议各项议程

圆满完成。

刘德福看望市政协委员

充分履行职责 不辜负群众重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分为五个部分：一、战略

背景；二、总体思路；三、战略任务；四、实施路径；五、

保障措施。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

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紧紧

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

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

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

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将服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紧转03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小东） 2 月 24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邓正权来到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驻地，走访

看望市政协委员，希望各位委员发挥优势、

忠诚履职，为推动遂宁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市政协主席刘德福参加走访看望。

邵革军、邓正权来到政协委员中间，与

大家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对他们为遂宁经

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邵革军

说，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各位委员肩负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的重托，

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

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务

实的工作作风，集中精力讨论和审议好各项

工作报告，依法做好选举工作，确保大会各

项任务圆满完成。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

聪明才智，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立足遂

宁经济发展实际，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

之策，为推动遂宁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要坚持挺纪在前，严格遵守大会纪律，

展示好新时代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

政协委员们纷纷表达了参会的喜悦心

情。大家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好肩负的光荣职责

和神圣使命，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不辜

负全市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秘书长吴

相洪，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走访看望。

邵革军邓正权走访看望市政协委员

为推动遂宁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何光华） 2 月 24
日，市委书记邵革军先后深入大英县、船山

区、安居区、河东新区、遂宁经开区等地调研

重大项目建设，督导一季度经济“开门红”工

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七届七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抢抓机遇促发

展，大干实干开新局，全力抓好稳增长各项

工作，圆满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大英县工业集中发展区郪江河道整治

项目主要是对郪江河道进行清淤，同时建设

防洪堤、河道两岸部分防洪通道及配套附属

设施。邵革军了解项目规划后指出，要对郪

江岸线进行柔化处理，改善流域环境，打造

良好水生态，提升大英城市形象和城市品

位。河东新区科教园 A2 线道路、河东新区

二期城市大观区诗画绿道、安居区凤凰大道

南延线片区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民生项目正全面加快推进，邵革军在调

研中强调，要加快河东新区建设步伐，加大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实现河东新区二期和科

教园骨架路网内联外通。要把民生工程做

实、做细、做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安居区遂宁（南坝）机场迁建项目是经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建设的省重点建设工

程，6 个填方区地基处理及箱涵工程已进入

土石方工程尾声，施工场地机器轰鸣、装载

车穿梭，一幅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邵革军对

安居机场项目建设进度表示满意，要求相关

部门抢抓机遇，依托安居机场打造临港产业

园，重点发展现代航空物流和高新产业。要

加快机场施工建设，早日实现建成通航，为

遂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大英县久大蓬莱盐化生产及出口外销

形势喜人，鸿鹏新材料的环氧乙烷市场前景

非常好；投资百亿元的康佳电子信息产业园

即将在遂宁经开区破土动工，摩天时代手机

研发基地及智能制造项目将于 8 月底建成

投产；物流港光电产业园标准厂房已竣工，5
家高新企业即将入驻；安居区天齐锂业年产

2 万吨碳酸锂项目地基夯实工作全面结束，4
月上旬将开始基础施工。邵革军深入企业

生产车间和园区在建项目工地，详细听取各

县（区）、市直园区推动经济“开门红”工作情

况汇报，了解各地一季度计划开工和竣工项

目情况。他强调，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

的关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紧盯一季度各

项目标任务，认真分析、准确掌握经济运行

进度、经济指标运行质效、重大项目推进情

况，全力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地、拟建项目

尽快开工、在建项目加大投入，确保实现一

季度经济“开门红”。

市领导吴相洪、陈伐、罗孝廉随同调研

督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