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周厚均） 4 月 29
日，市委副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冯

发贵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河东新区仁里

古镇项目建设相关工作，要求高标准、高定

位、高品质推进仁里古镇建设，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打造独具遂宁特色、文化符号鲜

明的城市亮点区块，展示城市新形象。

据悉，仁里古镇规划面积 4 平方公里，以

历史文化、观音文化、民俗文化、码头文化为

载体，按照“分期建设、重点推进、以点带面、

以线穿珠”的思路，集中展现具有川西民居

及蜀风园林景观的建筑风格，打造成集佛教

文化旅游、古镇民俗旅游为一体的中国名

镇。会议听取了仁里古镇项目建设推进情

况，并就《仁里片区路网结构方案》《仁里古

镇核心区滨河建筑及精品大院方案》及《灵

泉寺及周边山体亮化工程方案》规划方案和

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会议强调，要按照近

期建成“精品特色小镇”，远期打造“中国旅

游名镇”的目标，凝聚合力、科学规划，进一

步推动仁里古镇项目规划建设提档升级，将

仁里古镇打造成为精品工程，形成独具特点

的“城市古镇”。

当天，冯发贵还就《广德—灵泉风景名

胜区总体规划》相关编制工作进行了专题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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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 6点要求

广告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记者从

遂宁海关获悉，一季度遂宁外贸进出口总额

6.7 亿元，同比增长 31.4%，总额排全省第 11
位，增速排全省第 8 位。其中出口 3.8 亿元，

增长 40.5%；进口 2.9 亿元，增长 20.8%。

机电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一季度，遂宁

进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为主，进出口值 5.3
亿 元 ，增 长 40.8% ，占 全 市 进 出 口 总 额 的

78.9%。其中，出口 2.7 亿元，增长 52.9%；进

口 2.6 亿元，增长 29.7%。

新增外贸主体展现活力。一季度，摩天

电子异军突起，进出口值达到 2.2 亿元，占全

市进出口总额的 42.0%，成为全市进出量最

大的外贸企业。其中，出口 9032 万元，占全

市出口值的 23.5%；进口 12875 万元，占全市

进口值的 45.0%。

主导产业出口势头良好。一季度，遂宁

锂电及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五大主导产业出

口值达到 2.1 亿元，增长 99.6%，拉动遂宁外

贸出口增长 37.8 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市场增长明显。一季度，遂宁对

香港、韩国、东盟和欧盟四大主要贸易市场进出

口值3.6亿元，增长32.2%，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53.2%。其中，出口 2.4亿元，增长 152.6%；进口

1.2 亿元，下降 33.5%。一季度，遂宁新增葡萄

牙、瑞士等17个贸易伙伴，进出口值1522万元。

一季度
我市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1.4%

本报讯 （卢修明 全媒体记者 蔡志凌）
记者从市经信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市工

业经济良好开局。1-3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4%，分别比全国、全省

高 3.9、2.3 个百分点，比 2018 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排位全省第 3，较 2018 年同期提

升 6 位。

五大优势产业增长快速。 1-3 月，全市

五 大 优 势 制 造 业 实 现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0.3% ，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 68.7% 。其

中，锂电及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14.5%；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由 负 转 正 ，增 加 值 增 速 达

10.8%；油气盐化工产业大幅提升，主营业务

收入增速达 35.9%。

项目投资建设加速向好。一季度，我市

推进实施“企业倍增”计划，精心筛选摩天时

代智能终端、天齐锂业 2 万吨碳酸锂等 105
个项目作为全市重点推进项目，摩天时代智

能手机、新锂想 10 万吨 /年正极材料前驱体

等 28 个项目纳入全省重点推进项目。 1-3
月，全市新开工项目投资加速向好，本年新

开工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77.4%，新开工

单个项目平均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113%。签

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9 个、总投资 88 亿元，

包括盛屯集团 6 万吨 /年基础锂盐等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 （紧转02版）

一季度
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

□四川日报评论员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动主题永恒不变。

在此我们向全省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

的节日问候，向为四川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奋斗方能实现美好蓝图。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省广大劳动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团结实干、攻坚克难，为大力推

进治蜀兴川各项事业发展、保持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全省广

大劳动者的汗水和智慧。

奋进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2019 年是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必须把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重中之重，把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始终沿着正

确政治方向前进，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下转02版）

当好主人翁 奋进新时代

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30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五四

运动以来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接

续奋斗、凯歌前行的 100 年，是中国青年用青

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的 100
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

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

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出席大会。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热烈。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会标，后幕正中是“1919－2019”的红色字标，

10 面红旗分列两侧。大礼堂二楼眺台悬挂标

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发扬伟大五四精神，坚持新时代中国

青年运动正确方向，奋力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青春篇章！”

大会开始前，全场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光荣啊，中国

共青团》、《歌唱祖国》等歌曲，会场洋溢着澎

湃的青春热情。

当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进入会场，全场起

立，热烈鼓掌。

上午 10 时 30 分，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

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他表示，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

义的历史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五

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

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

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

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

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

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

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

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

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

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

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

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

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

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

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

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

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孕育了

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

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

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

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历史深刻表明，爱

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

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

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

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

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经过五

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

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 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

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历史深刻

表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有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潮流

从此就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习近平强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

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通过五四运动，中

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紧转02版）

本报讯 （全 媒 体 记 者 杨小东） 4 月 30
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精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

展大会、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精神，研究

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邵革军主持会

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市委副

书记、遂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常

委吴相洪、罗晖、周霖临、周鸿、杨军、谭晓

政、涂虹、袁超、陈波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云，市政协主席刘德福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四川省 2019 年贫困县摘帽工作现场推

进会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分

析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存在的突出问

题特别是“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对扎实

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部署、提出

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

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全市上下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

战，以决战决胜之势，以钉钉子精神，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要勇

于担当、压实责任。紧密结合贫困村、贫困群

众的贫困实际，针对致贫根源研究脱贫攻坚

举措，补齐补好工作短板，确保脱贫工作务

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县级党委

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把“两不愁三保

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乡村两级党组织要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要实实在在地干，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也不能少”。要求真务实、解决问题。对全

市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人口开展一次

大排查，着力发现和解决我市“两不愁三保

障”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切实减轻基层负担，重点解

决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要稳定脱贫、防止

返贫。严把贫困退出关，保持政策稳定性、连

续性，持续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加强扶

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造血”功能，激

发内生动力。统筹做好贫困群众与临界困难

群众的帮扶工作，统筹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

村发展建设。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一号文件”精

神，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遂宁市委、遂宁市

人民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落 地 落 实 的 意 见（审 议

稿）》。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中央、省委“一

号文件”精神， （紧转02版）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近日，接中共四川省委通知：陈波同志任

中共遂宁市委委员、常委。

陈波同志任中共
遂宁市委常委

冯发贵主持研究河东新区仁里古镇项目建设工作

打造独具特点的“城市古镇”

4 月 30 日，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

出席大会。

4 月 30 日，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