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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化工产品是五通桥区的优势特色

出口产品，不止福华通达，毗邻的四川
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口产品
同为草甘膦，今年1至6月，出口额同
比增长174%。

绿色化工是五通桥区重点支柱产
业之一，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今年以
来该区推动绿色化工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锐丰、盛和等优质中小企业
加快退岸入园，集中开工建设项目15
个、总投资约41亿元，全部建成投产
后预计新增产值183亿元。绿色化工
持续转型升级，乐山矽材料年产10万
吨硅粉加工等项目开工建设，福华先
进材料产业园项目顺利签约并开工建
设。稀土新材料产业增添活力，1.5万
吨高性能稀土抛光粉项目正加快前期
建设。上半年，绿色化工、稀土新材料
产业分别实现产值150.6亿元、28.1亿
元，同比增长86.3%和77.7%。

厚植发展沃土稳中求进

透过沉甸甸的半年经济“成绩
单”，是五通桥区厚植发展沃土、激发
经济发展活力的系列举措。

快马加鞭搞建设，工业园区能级
加快提升。累计投入资金11.8亿元，
建成投用工业供水厂一期和6座专用
变电站等，园区供电能力提升至230

万千伏安、较去年同期增长223%，现
正加快龙翔路扩建等14个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省级经开区申报创建、省
级化工园区认定加快推进，园区承载
力进一步提升。

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和散发
多发的疫情冲击，助企纾困促发展，全
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企业生产、
全程服务企业发展。牢牢紧盯政策支
持导向、项目资金投向，用好用活“光
伏22条”“招商引资30条”等激励政
策，成功申报省级财政重大项目招商
引资激励奖补资金1400余万元。坚
持问需于企、送策于企，积极落实“水
电消纳示范”“精准扶持电价”等惠企
利企政策，减免补贴企业3.5亿元，协
助做好疫情防控、消防环保，解决交通
物流等问题，全力保障企业攻坚难关、
平稳发展。

大抓招商引资，增添发展后劲。
瞄准产业带动强、生态环保、高税收
高附加值的大企业大集团，精准招商
90余次，成功签约总投资344.85亿元
的江西晶科能源光伏一体化、江苏中
能硅业20万吨颗粒硅等8个项目。

全力以赴拼经济，迈步壮阔新征
程。五通桥区正抢抓机遇，在建设
千亿光伏产业的同时，加快打造千
亿绿色化工产业集群，积极为加快
提升乐山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能级贡
献力量。

（上接第1版）
——都市绿洲。采用覆土建筑形

式，在有限的用地里创造出立体“空中
绿心”，呼应嘉州绿心公园“森林在城
市中”的独特格局，打造“公园式奥林
匹克中心”。绿化屋面有效降低了热
岛效应和下部空间空调能耗，庭院、天
窗、光导管的灵活运用，可满足室内的
自然采光和通风要求，深度诠释“生态
化奥林匹克中心”理念。

——结构创新。呼应体育场不对
称的屋面形态，创造性打造车辐式单、
双层混合索网结构体系。兼具单层索
网简洁通透的特点，以及双层索网承
载能力强的优势，实现结构形式与建
筑形态的完美契合。

在这里，竞技体育之精神体现于
运动之中、技巧之内，将上演赛场上的
悬念迭出与赛场下的英雄相惜；在这
里，建筑的科技之力体现于突破想象、
工艺革新，并不断迸发新的活力，为乐
山文旅产业提供硬核场地。

“新”——
匠心制造+创新环保

“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在绿色材

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可全面提高节
能性能，减少资源浪费。”项目经理张
韬表示，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对促进
城市协调、绿色、高效发展，提升基础
设施的现代化水平，将起到良好的示
范推动作用。

在材料使用方面，游泳馆采用金
属板材屋面，同时采用玻璃幕墙、铝板
幕墙等，保证了建筑结构本身的节能
性能。建筑内部选用优秀的暖通系
统，在《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基础
之上，提高节能性能8%。

为给观众带来良好的观赛体验，
项目部在光学与声学分析的基础上进
行深化设计，场馆顶部采用波浪形装
饰，板墙面采用穿孔铝板装饰，既降低
噪声影响，又减少水波光污染，全方位
向观众提供静谧柔和的观赛环境。

张韬说：“场馆内卫生用具、冲洗
用具均采用节能设备，并进一步实施
资源循环利用，采用雨水回用、调蓄、
入渗等方式，将中水作为绿化浇洒、地
面冲洗等杂用水的水源。”

为了对体育馆大跨度钢网架安装
技术和游泳馆大跨度钢桁架安装技术
进行创新，项目部运用全过程BIM管
理，针对场馆、地下室等管线错综复杂

的部分进行精细化排布，邀请业主、监
理等单位多次召开深化评审会议，严格
把控技术内容。工程网架投影面积
7500平方米，总重710吨，水平方向成
6°夹角……施工前，项目部在重力及
风力下对网架进行受力分析，保证施工
安全。

“速”——
不足两年交出“高分答卷”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筑牢红色基石，锻造红色先锋。”这是
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项目建设方中建
三局团队的“团魂”。

中建三局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项
目部先后有管理员工近百人，其中35
岁以下青年员工占比 85.4%，党员
22.9%，团员29.1%。项目部聚焦青年
干部，成立5支以青年员工名字命名的
青年突击队，发扬青年吃苦耐劳的优
秀品格，勇挑项目施工生产、技术攻关
等急难险重任务。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恶
劣天气影响，建设工程遇到了工人短
缺、材料匮乏等重重困难。

项目部迎难而上，以解决方案“围

剿”各种难题——提高施工科技化水
平，科学采用施工工艺，合理安排作业
工序，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实施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管理手
段，全周期控制人员不规则流动；借
鉴其他行业以及国外建筑施工安全管
理的经验和做法，建立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预测评价体系，加强过程检测和
监控，提高抗风险能力，保证安全生
产。

抢晴天，战雨天，斗酷暑，全力以
赴推进工程建设进度。项目部落实领
导负责制，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班子成
员每日深入项目一线，指导、协调、督促
项目建设按期推进，“歇人不歇事”“人
歇机不歇”，奏响了奋战一线的“最强
音”。

据了解，国内同体量场馆的平均
建设工期为3.5年，但乐山市奥林匹克
中心项目有效施工工期不足2年。速
度的背后，是上千名建设者不分昼夜
的艰苦奋战。

8月 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
韬表示，项目团队将继续全力以赴，全
力冲刺场馆建设，将争先品格、工匠精
神、建筑美学融入赛会主题，共迎盛
会。

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完美呈现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
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
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
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
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
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
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
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
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
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
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
历史性跨越。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
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
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
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特别是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这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我国进入
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和实践
充分证明，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
民事业兴衰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克服
千难万险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
成果极不容易，必须倍加珍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
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
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
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
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
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
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

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
得准。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
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
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
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扎根于中华大
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
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
有理由自信的。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
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
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
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
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
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
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
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
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
了中国方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
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风发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必须
深刻认识到，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
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

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
严峻挑战。但无论遇到什么风浪，在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
问题上都要一以贯之，决不因各种杂
音噪音而改弦更张。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
的康庄大道，这条路能走得通、走得
远！新征程上，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
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己选择的正
确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就一定能
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脚踏中华
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
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
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新征程
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
的道路，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原载7月31日《人民日报》）

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上接第1版）
据悉，四川省体育博物馆为本次展

览提供了馆藏精品，乐山市美术馆组织
书画家进行了主题创作，并面向社会广

泛征稿。展品包括邹敬园荣获的东京
奥运会金牌，13名川籍奥运冠军夺冠
比赛服、领奖服，历届奥运会火炬、海
报，北京双奥之城收藏品，由中国奥委

会监制的“奥运之魂”38件奥运项目雕
塑作品，参加北京冬奥会的美术作品
等。有的展品与乐山自然风光、城市建
设、人文历史相结合，充分展示了运动

员的精神风貌及乐山独特的文化底蕴，
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艺术价值。多件展
品系在我省首次公开展出。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

奥林匹克文化·美术作品展开展

五通桥：
全力拼经济 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

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
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
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
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
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
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对
此予以明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
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79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
明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
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
系。”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
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的一个中
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
官方往来。中方历来反对美国国会议
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行政部门
有责任予以阻止。佩洛西众议长是现
任美国国会领导人，她以任何形式任
何理由赴台活动，都是升级美台官方
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中方绝不接受，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前，台海局
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

原因是台湾当局和美方不断改变现
状。台湾当局一再“倚美谋独”，拒不
承认“九二共识”，大搞“去中国化”，推
行“渐进式台独”。而美方企图搞“以
台制华”，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
原则，加强美台官方往来，为“台独”分
裂活动撑腰打气。这是十分危险的玩
火行动，玩火者必自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
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
坚定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民
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任何国家、任
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政府
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
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针对美国会众
议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方必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
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
之道只能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
对抗、合作共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
题的裁判官。中方严正敦促美方，停
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停止插
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各
种形式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停
止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停止
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
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作出
的“四不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不要
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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