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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讯（全媒体记者 何光华）6 月 20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正权率领遂宁市党政代

表团，赴江苏省扬中市和南京市分别拜会了浙江

和润集团和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就

推动项目落地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和润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经营的民营企业，

涵盖粮油加工、现代物流、石油储贸、房地产、实

业投资等领域，拟在遂建设粮油深加工区、建设

运营港口、新建文旅康养及总部经济等项目。

邓正权一行到江苏省扬中市实地考察了集团旗

下的热电、粮油加工及港口等项目，拜会了和润

集团董事局主席虞松波，表示将为企业在遂发

展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

尽早实现项目落地。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行业领

先的新型土木工程材料供应商，主营混凝土外

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成功应用于

港珠澳大桥、田湾核电站、阳江核电站、向家坝水

电站、南水北调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和地方重点工

程，拟在大英县投资新建西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

剂产业基地项目。邓正权一行实地考察了公司展

厅及高性能土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举行座

谈会，详细了解公司整体产业规模、运营环境等。

邓正权指出，苏博特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

重大贡献，西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空间巨

大，选择遂宁体现了苏博特的战略决策和眼光，遂

宁市和大英县党委政府将为企业入驻大英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希望加强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早日开

工投产达效，把大英项目建成示范工程。苏博特

公司总经理毛良喜表示，西部市场非常好，对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企业将抢抓机遇，加快发展，

尽快将大英项目落地落实。

副市长陈伐、市政府秘书长付勇参加拜会。

新华社平壤 6月 20 日电 6 月 20 日，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

宾馆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

金正恩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共同开

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来，我和委员长同志

4 次会晤，书写了中朝关系新篇章，并结下了

深厚友谊。感谢金正恩委员长同志为我这次

访问举行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我今天从

下飞机到抵达住处，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

一家亲的浓厚氛围。今年是中朝建交 70 周

年，在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又同金正恩委员长在

平壤会面。我这次是为巩固传承中朝友谊而

来 ，为 推 动 朝 鲜 半 岛 问 题 政 治 解 决 进 程 而

来。相信以这次访问为契机，我们一定会共

同擘画中朝关系美好未来，共同开启中朝友

谊崭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回顾中朝关系历程，可以深

刻认识到：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

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

目标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

谊传承和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地

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

我们坚信，中朝友谊符合两国人民心愿，符合

两国根本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双方

着眼长远大局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会因国际风

云变幻而动摇。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朝关系已经进入新

的历史时期。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

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

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面

对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双方要加强

高层交往，为中朝关系发展引领航向。我愿意

同金正恩委员长保持密切交往，巩固政治互

信，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大方向；双方要加

强战略沟通，及时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为两国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双方要拓展务实合

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中方愿同朝方

深化两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加强双方经

济民生领域干部培训和人员往来；双方要深化

友好交流，为中朝友谊巩固发展打牢根基。中

方愿同朝方继续落实好建交 70 周年纪念活动

方案，开展教育、卫生、体育、媒体、青年、地方

等领域交流合作，弘扬中朝传统友谊，增进两

国人民福祉。

金正恩说，我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热烈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

问。 （紧转02版）

邓正权率遂宁市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拜会和润集团和苏博特等企业

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早日开工投产达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月梅）6 月 20

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德福率市政

协、市经信局相关人员，深入遂宁经开区

调研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刘德福一行先后调研了四川渴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遂宁南大食品有限公

司、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

解了渴望生物兽药新产品研发推广、南

大食品及高金食品非洲猪瘟防控及企业

发展情况，听取了各企业意见建议。

刘德福指出，此次就全市食品产业

发展情况的调研，广泛听取了相关企业

的意见，调研结束后，市政协将对调研所

收集的意见予以充分吸纳，最终形成高

质量报告，递交市委、市政府供决策参

考。

刘德福要求，要持续推进食品产业

发展，大力培育一批前后相连、上下衔接

的全产业链集群。要着力强化对养殖、

屠宰、加工、销售等各环节质量安全监

管，始终坚持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

保 每 一 个 环 节 质 量 有 保 障 、安 全 可 掌

控。企业要坚定信心、做强实业，大力发

展肉制品产业，积极带动全市食品产业

发展。

市政协秘书长刘锋华参加调研。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安居作为连接成都、重庆“双核”的重要区域和

承接产业转移、配套服务成渝的功能板块，区位

优越，资源丰富，拥有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全国

绿化模范城市等多张国家级名片。境内有国家

级 4A 级风景区 1 个，全区文物点 328 处，石刻遗

址 51 处，与大足、安岳石刻一脉相承。有省级非

遗项目 2 项、市级 3 项、区级 9 项，遍及传统技

艺、音乐、舞蹈、民俗活动等八大门类。2018 年，

全区文旅从业人员达到 27.85 万人，实现文旅收

入 24.23 亿元。下一步，安居区将深入贯彻省委

书记彭清华在全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邵革军关于全

市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要求，坚持目标引领、项

目引领、质量引领，顺应大势，发挥优势，走出一

条适合安居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坚持目标引领，写好文旅融合发展文章。
彭清华指出，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安居

区将深入贯彻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

神，聚焦打造“湖光山色、诗韵安居”文化旅游品

牌目标，充分发挥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等多张国家级名片优势，加快资源整

合，深度挖掘“一江五湖”“七彩明珠”等自然旅

游资源，江淮汽车、天然气净化厂等工业旅游资

源，黄峨文化、农耕文化等传统文化旅游资源，

提炼安居符号，打造安居品牌。力争通过 5 年努

力，把安居建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文旅融合先

行区和旅游首选地。全区旅游总收入超过 80 亿

元，接待游客达到 500 万人次，成功创建省级及

以上旅游度假区或生态旅游示范区 1 个，4A 级

旅游景区达到 2 个。

坚持项目引领，增强文旅融合发展动能。
彭清华指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必须

走出具有时代特色、四川特色的新路子。安居

区将正确处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围绕建设全省特色

工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公园城市示范区发

展目标，打造好安居旅游名片，不断发挥文化旅游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一是精心打造乡村

旅游名片。加快推动棕榈集团投资 50 亿元开发

建设莲花湖乡村振兴文农旅融合发展示范项目，

将拦江国家特色小镇打造成为成渝经济区知名特

色旅游小镇。建立川渝泛琼江流域文化旅游联

盟，大力推进“安居—大足—安岳”石刻文化生态

走廊、跑马滩文化旅游环线建设，促进潼南菜花

节与安居区乡村旅游联姻， （紧转02版）

刘德福率队调研遂宁经开区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持续推进食品产业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俊）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化广播旅游局举办的遂宁

市第四届“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

位”评选活动自即日起拉开帷幕。

据悉，根据已公布的“书香家庭”“全

民阅读示范单位”参评条件，全市各县

（区）可推荐 3—5 个家庭；经济技术开发

区、河东新区可推荐 2—3 个家庭；市直

各部门可推荐 2 个家庭参加评选。城乡

市（农）民、民间社团、企业等可登陆遂宁

新闻网 http://www.snxw.com 和遂宁市图书

馆公众微信号下载申报表，直接向组委

会活动办公室推荐自荐。推荐自荐截止

时间为 7 月 10 日。随后，经过评审委员

会的专业初审，将从推荐自荐的家庭和

单位中初选出 20 个候选家庭和 20 个候

选单位。通过宣传报道、大众票选、统计

公示、组织终审等程序严格评审，最终确

定第四届“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

位”名单，并在 2020 年“4·23 世界读书

日”大型阅读活动中进行表彰。遂宁日

报、市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将对获奖

“书香家庭”“全民阅读示范单位”进行宣

传和报道。

我市第四届“书香家庭”“全民阅
读示范单位”评选拉开帷幕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朝双方愿不忘初心、携手前进
共同开创两党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 壮大全域文旅经济
■安居区委书记 管昭

新华社平壤 6 月 20 日电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 12 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平壤顺

安机场。雨后初晴的平壤，天高云淡、气候怡人，到处

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整个城市洋溢着友好热烈的气

氛。机场上中朝两国国旗迎风飘扬，“热烈欢迎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同志”“鲜血凝成的朝中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

谊团结万岁”大幅标语高高悬挂，近万名群众排列成

整齐的队伍，有力地挥动着花束，以欢快的口号和热

情的笑容，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到来。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

迎接。

在朝鲜群众浪潮般的欢呼声中，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步出舱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舷梯旁热情

迎接。习近平走下舷梯，同金正恩亲切握手问候。朝

鲜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习近平主席并

同前来迎接的朝方高级官员一一握手致意。

（下转02版）

习近平抵达平壤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2019全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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