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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

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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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到驻陕西部
队某基地视察调研，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向基地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
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聚焦
备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升履
行使命任务能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

爽，景色宜人。上午10时30分许，
习近平来到基地营区。在热烈的掌
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驻西安部队
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下转第三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
15日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开幕。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15日晚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灯
光璀璨，气氛热烈。

19时58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等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
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20 时，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正
式开始。伴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

仪仗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
走入体育场。现场奏响铿锵有力的《运
动员进行曲》，全运会会旗、第十四届全
运会会旗和由6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方
阵、裁判员代表方队走向主席台。紧随
其后的是37个代表团精神抖擞的运动
员代表，他们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3个行业体
育协会。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
声欢迎运动员们的到来。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陕西省、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同志分
别致辞。

20时40分，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
会开幕！”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
呼声经久不息。

伴随着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的旋
律，全运会会旗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旗

徐徐升起。
运动员杨顺洪、教练员陈融雪、裁

判员钟杭伟分别代表参加第十四届全
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宣誓。

第十四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
发》拉开了文体展演《奋斗新时代 奋进
新征程》的序幕，整个演出由序曲“迎宾
鼓阵”和“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
个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
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民全
运、同心同行”的主题。

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
点燃仪式开始。从8月16日起，第十四届
全运会火炬在陕西省内接续传递，最后传
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万众瞩目下，苏
炳添、张雨霏、秦凯、郭文珺、马龙等5位火
炬手接力传递，最后由东京奥运会首枚金
牌获得者杨倩点燃全运会主火炬。

21时35分，第十四届全运会开幕式在
主题歌《跨越》掀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

15 日下午，习近平在陕西大会堂
亲切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先进工作者代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
代表团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等，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习近平同大家亲切交流，
勉励他们奋力拼搏、再创佳绩。

丁薛祥、刘鹤、许其亮、孙春兰、陈希、蔡
达峰、卢展工、何立峰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9月27日闭幕，
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项目，
1万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群众赛事活动。

据新华社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甘孜日报讯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13日至
16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火
林、副主任卢春强率领由杭州市人大
常委会相关负责人、杭州市各县（区、
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和杭州市
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相关负责人
组成的考察团，到我州对接建立人大
合作交流机制、考察相关工作。

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向秋、副主
任陈洪暴，州政府副州长、康定市委
书记颜磊陪同考察。

考察团通过听取介绍、现场交流
等方式，深入了解我州人大规范化建
设情况，分享了杭州人大规范化建设
经验，并深入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甘孜
泸定桥分院、康定市第二中学建设现
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等地，考
察了干部教育培训、帮扶项目推进、
红色资源保护开发等情况。

在14日召开的杭州市——甘孜
州人大工作交流座谈会上，杭州市、
甘孜州两地人大常委会签署了《关于
建立合作交流机制的协议》；该《协
议》明确杭州、甘孜两地人大将进一
步加强交流协作、促进优势互补，充
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推动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落地见
效，并明确了两地人大互访交流、对
口支援、代表联动、项目协作、信息沟
通等具体事项。杭州“五四宪法”历史
资料陈列馆与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甘
孜泸定桥分院签订了友好合作协议。

李火林在座谈会上，就我州对
杭州来甘对口帮扶和援助干部人才
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对我州的发
展成就和人大工作表示赞扬；他说，
我们要学习甘孜人大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的政治定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责任担当，（紧转第三版）

深化东西部协作
强化针对性帮扶
杭州人大考察团到我州对接建立

人大合作交流机制

9 月 16 日，中央第五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向我州移交第 21 批群
众来信来电信访件1件，其中：来电
0件，来信1件。反映其他污染问题1
个；涉及区域1个，为康定市。

据统计，前21批移交我州的信
访件为14件。其中，反映生态问题5
个、噪音污染问题1个、大气污染问
题 2 个、水污染问题 4 个，其他污染
问题2个。

综合新华社四川日报消息 9月16
日上午，以“中国新时代 西部新机遇”
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开幕式暨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
论坛在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致辞并宣布开
幕，智利总统皮涅拉通过视频致辞。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商务部党组
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俞
建华，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本届西博
会轮值主席单位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重庆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致辞；主宾国
新加坡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
诗龙、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
卢胡特、希腊外交部副部长弗拉戈扬尼
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视
频致辞。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主
持开幕式暨论坛，四川省政协主席柯尊
平、四川省委副书记邓小刚出席。

胡春华指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西
部地区开发开放，强调要在新时代西部大
开发上闯新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并对办好西部国际博览会作出重要指
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中
共十八大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
开放取得显著成就，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呈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胡春华强调，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
段，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西部地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站在
新起点上，我们将支持西部地区以高水
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西部对外
开放迈出新步伐；充分发挥西部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势，打造国际陆海
贸易新通道，提升西部与周边国家互联
互通水平；加强西部与沿海开放地区的
对接合作，提升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多
方向畅通对外开放通道；积极打造高水
平内陆开放平台，加快形成开放层次更
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持续
营造有利于开放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
业在西部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皮涅拉向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开幕表示祝贺。他说，智利是第一个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
国家，我们刚刚庆祝了双方建交50周年。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智利最大的贸易伙
伴，智利也是中国在南美的第二大贸易
伙伴，双方良好合作关系不仅体现在国
家层面，智利还努力推动与中国各省

（区、市）之间的交流交往。非常荣幸的是，
智利驻成都总领事馆在本届西博会开幕
前正式开馆。西博会为拉近智利人民、智
利文化、智利企业家、智利产品与中国西
部省份之间的距离创造了极好机会。智
利拥有孕育出全世界最优质车厘子的土
地，这片土地也是充满投资机会的沃土。
真诚希望各参展企业利用西博会平台抓
住用好这些机遇，与智利在促进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等各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
作。祝愿本届西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彭清华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
宾表示欢迎。他说，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是中国在西部地区重要的经贸合作、
投资促进和外交服务平台，习近平主席
对西博会寄予厚望。我们一定牢记习近
平主席嘱托，把办好西博会作为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的重要抓手，努力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中贡献更多四川力量。迈步

“十四五”、启航新征程，四川发展站在
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部署实施，让古老
天府之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为海内外客
商投资兴业、大展身手提供了新的广阔
空间。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大家提供市场
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和巴适
便利的生活条件，让四川真正成为海内
外宾朋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宜居
福地、宜游胜境、宜业沃土。

俞建华说，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战
略部署，中国西部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
性机遇。商务部将继续支持西部地区商
务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城乡消费，推
动外贸创新发展，提升利用外资水平，
高水平建设开放平台，为西部地区更好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希望各位嘉宾共享西部发展新机遇，共
谱互利共赢新篇章。

齐玉说，服务西部开放、促进西部发

展是外交工作的重要职责。外交部将准确
把握新发展阶段，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
继续加强对西部地区外事工作指导和服
务，为西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更加优
质的政策支持；努力发挥联通内外的优
势，为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合作搭建更为巩
固的桥梁；认真践行“外交为民”理念，为
西部地区扎实稳步走出去保驾护航。

洛桑江村说，西博会举办以来，我
们共同见证了博览会推进合作、播种友
谊、绽放繁荣的光辉历程，共同收获了
中国西部与世界各国开放合作、互利共
赢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西藏将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参与本届西博会各
项活动，全面展示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诚挚邀请各位嘉宾
到西藏投资兴业、共襄盛举、擘画未来。

唐良智说，过去一年多来，川渝两
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一体化
发展理念，持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产业发展协作协同、生态环保联建
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努力唱好“双
城记”、建好经济圈。（紧转第三版）

第十八届西博会特别报道

中国新时代 西部新机遇

中国新时代西部新机遇

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幕式暨
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合作论坛在蓉举行

胡春华致辞并宣布开幕皮涅拉视频致辞

甘孜日报讯 长袖飘飘当空舞，情
歌悠悠心畅往。9月16日，在精彩的歌舞
表演中，以“圣洁甘孜，绿色发展”为主
题，甘孜展馆精彩亮相第十八届西博会。

本届西博会，甘孜展馆以 1500 平
方米的面积创下我州历届展会参展面
积之最。同时，展馆以红色的革命情感、
绿色的生态发展、白色的纯洁包容为设
计元素，分为主题、文创、十八县（市）三
个展区，集我州发展成就、发展理念、生
态旅游、文艺演出、文创展示、民族风

情、精品成果、特色产品、舌尖美食等甘
孜臻品于一体。

主题展区内，绝美的风景画、新晋
打卡地，光与影的世界惊艳西博城，
招来大量的观展者驻足。据了解，“海
外仙山，蓬莱圣地”般的丰富旅游资
源，“民族走廊中心”的世界非遗文
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红色教育基
地等，使我州文旅资源在全省乃至全
国都独占一席。

“甘孜州的唐卡不像国画般灵巧，

也不像西画般抽象，它是继敦煌文化艺
术的又一民族文化瑰宝。”在甘孜展馆
文创展区，一幅幅巧夺天工的甘孜唐
卡，引来观展者啧啧称赞。

州商务合作局负责人介绍，本届西
博会，我州组织了代表康巴地区最高绘
画水平和最具民族特色的唐卡参展，极
具艺术和经济价值的唐卡《吉祥宝马》
更是首次对外展出，加之久负盛名的唐
卡堆绣大师现场绘制，每一幅唐卡的背
后，都蕴含着许多源远流长的民族团结

共同奋进故事。
展馆内，18 个县（市）展区同样扯

人眼球，参展的数百样“圣洁甘孜”农特
产品，包括酒、肉、茶、菌、果、蔬、水、粮、
油、药。美食品鉴区观展人员络绎不绝，
参展群众和客商纷纷驻足品尝采购，对
甘孜美食、特色产品赞不绝口。甘孜展
馆的独特和绚丽，“赚足”了人气和商
气。据统计，仅开馆4小时，到甘孜展馆
参观的人数就已超过5000人次。

甲央让布 记者 兰色拉姆

“圣洁甘孜”精彩亮相第十八届西博会

甘孜日报讯 受州委副书记、州
政府州长、党组书记肖友才委托，9
月 15 日，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
州长、党组副书记刘吉祥主持召开
州政府党组2021年第6次（扩大）会
议，学习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
省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座谈会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支持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省
安委会 2021 年第三次全体成员会
议暨第三季度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州委十一届十一次全
会和十一届州委常委会第141次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完整、准确、系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是当前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中之重。全州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
指引，把党史学习教育贯穿政府工
作全领域、全过程。要自觉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作为终身课题，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
切实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会议强调，现在距年底不足4个
月，要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民生

“四件大事”，系统推进“稳农业、强工
业、促消费、扩内需、抓项目、重创新、
畅循环、提质量”等各项工作，以超常
决心、超常举措、超常力度，坚决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同时，要统筹做好旅游
服务保障工作，强化市场巡查、消费维
权、交通保畅、应急处置，让来州游客
安全旅游、安心旅游、安逸旅游。

（下转第三版）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四川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州移交第21批信访件1件

州政府党组召开2021年
第6次（扩大）会议

督察进驻时间：2021年8月26日——9月26日
专门值班电话：02860595133
专门邮政信箱：四川省成都市A372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这是9月16日拍摄的第十八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开幕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刘梦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