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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导 读

本报讯（记者 张守帅）力争用5年时间，培育1家超级独
角兽企业、5家独角兽企业和一批瞪羚企业，加快把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建设成为新经济聚集区。11月26日，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召开新经济发展工作会，对打造“独角兽岛”等发展
新经济的举措作出部署。

新经济具有聚合共享、跨界融合、快速迭代、高速增长的
特征，在培育经济新动能中发挥着基础支撑作用。独角兽企业
(估值10亿美元以上)以及潜在独角兽企业的涌现，是新经济
爆发式增长的标志之一。成都确立了到2022年全市培育独角
兽企业7家以上、潜在独角兽企业60家以上的目标。

根据部署，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将优化载体空间布局，展
开“独角兽岛”战略谋划，加快“独角兽岛”国际招标，精心设计

“独角兽岛”产业政策，为“独角兽岛”的运营管理做好准备。成
都直管区将用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要求建设“独角兽岛”
的外部形象；用高服务、大简便、真方便的方式营造“独角兽
岛”的内部环境。

着力新经济产业生态圈构建，加快壮大创新主体，成都直
管区将充分发挥清华能源互联网研究院、中科院成都科学研
究中心等已有平台作用和易冲无线、千行你我等企业的示范
引领作用，引育结合、双向发力，形成新经济大企业在成都直
管区顶天立地、新经济创新企业在成都直管区铺天盖地的发
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 石小宏）记者11月23日
从省卫生计生委了解到，自大力实施健康扶
贫以来，目前我省医疗保障已覆盖全部625
万贫困人口，集中救治贫困人群中的重大疾
病患者 39.68 万人次。同时，88 个贫困县县
级综合医院均达到二级水平，并实现远程诊
疗服务全覆盖。

为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不再发
生，省卫生计生委着力开展贫困人群医疗救

助扶持、公共卫生保障、医疗能力提升、卫生
人才培植、生育秩序整治五大行动，使健康
扶贫扶在根本、扶在实处。目前，“十免四补
助”减免、补助贫困人群各类费用52742.31
万元，为 260.25 万贫困人口进行了免费体
检。88个贫困县不仅县级综合医院均达到二
级水平，2478 个乡镇卫生院中已达标 2440
个。同时，所有的贫困县实现远程诊疗服务
全覆盖。随着贫困地区医疗水平的持续提
升，县域内首诊就诊率已达 98.02%。此外，
贫困县卫生计生人员同比增加3.45%，各地
还对口派出 1856 名卫计人员，在贫困地区
诊疗量达75.36万人次。

今年，省卫生计生委先后制定并出台了
“十三五”健康扶贫规划、“先诊疗后付费”和
大病专项救治实施方案。升级完善健康扶贫
信息系统，进一步加大重大疾病患者医保扶
持力度，将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调整为脱
贫攻坚期内每人至少一次，明确将计划摘帽
县县级医院达二甲纳入年度目标。

截至9月底，2017年计划摘帽县县级综
合医院已有 9 个达到二级甲等，达标率
56.25% ，3700 个 计 划 退 出 村 达 标 率
88.68%，村医合格率92.40%，县域内住院和
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个人支付占比均控制
在10%以内。 （相关报道见03版）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将打造“独角兽岛”

医疗保障已覆盖全部625万贫困人口
88个贫困县县级综合医院均达到二级水平

11月17日，天刚蒙蒙亮，茂县凤仪镇茶山村67岁村民余家华和同村的四位村民志愿者背上了30多斤重的行囊，朝着九鼎山山顶方向进
发，开始了今年的第七次巡山。整个巡山过程短则七天，长要半个月。这样的巡山对这个由当地羌族村民组成的巡山队来说已有22个年头。

本报记者 李向雨 摄（详见05版）

九鼎山上的
绿色卫士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
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全文
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
署，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
规模部署（以下简称IPv6规模部署），促进互联网演进升级和
健康创新发展，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深
刻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我国是世界上
较早开展IPv6试验和应用的国家，在技术研发、网络建设、应
用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已具备大规模部署的基
础和条件。 （下转04版）

中办国办印发《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

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

本报讯（张永龙 记者 颜婧 黄大海）“手机上就能知道村
里大小事，再也不跑路了。”11月23日，在手机微信“村务知
情群”里查看完上月的政务公开事项后，宜宾市兴文县太平
镇三星村村民张绍军在群里为村干部点赞。

此前，村务“公而不开”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今年6月，兴文
结合群众常用手机群聊的习惯，在多个村镇试点设村务公开微
信群，并逐步在全县15个乡镇259个村（社区）实现全覆盖。如
今，微信群已延伸出包括公共事务服务、监督执纪等新功能。

“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知情权的同时，开辟了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的新路径。”兴文县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
来，全县八成以上的基层信访案件都与村务公开不到位有
关。上半年，大坝苗族乡查出一起由该乡现任、原任村干部在
内的13人，通过谎报自身林地面积，违规领取国家森林生态
效益补偿金、涉及违纪所得20余万元的案件。“这是典型的因
村务没公开造成的。”事后，县纪委暗访调研发现，传统的“一
块黑板”式村务公开栏脱离群众，“贴几张纸,但张贴时间短、
数据不全、列支笼统、群众查看不便等问题突出，实质是公而
不开、选择性公开”。

该县探索设立“村（居）务微信公开群”，每个群以村(社
区)为单位设立，村组干部、党员、群众代表全部加入群，其他
村民每户至少 1 人入群，实行实名制管理。群里及时公开党
务、政务、事务、财务、服务等五个方面事项41项具体内容，并
对相关内容永久保留，实现痕迹可查。

村民和社区群众入群积极性高。以率先试点的太平镇为
例，第一次在全镇16个村的微信群里公布各村财务信息时，
仅半小时阅读量就超过5000。 （下转02版）

本报讯（记者 余如波）“阿爷无大
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
征。”11月26日下午，伴随着整齐而洪亮
的童声念白，遂宁市第四中学的川剧课
本剧《花木兰》在省川剧院剧场上演，拉
开四川省第三届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
演帷幕。

四川省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展演于
2015 年启动，由省精神文明办、省教育
厅、省文化厅共同主办，旨在促进戏曲艺
术及非遗文化在中小学的传承发展，交
流展示全省中小学川剧传习普及成果。
本届展演，共有来自全省13个市州的23
个节目入围，还有《戏·趣》《快乐戏娃》两
个庆贺节目，参演学生超过600人。“无
论参演学校、参演节目数量，还是艺术质
量和题材、形式的多样性，都超过前两
届。”本届展演总策划之一、省艺术研究
院院长张跃表示。

本届展演参演节目既有《贵妃醉酒》
《拷红》等经典剧目、折子戏，又有充满浓
郁生活气息的《龟兔赈灾》《约定》《情系
山里娃》等川剧童话剧、课本剧、校园剧，
以及《成都的桥》《三字经》《画》《春夜喜
雨》等众多融入川剧唱腔、音乐元素的川
剧表演唱和川剧舞蹈。尤为可贵的是，本
届展演一改前两届以“演”为主的模式，
一些中小学演员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培训，在舞台上大胆开口，表现出色。

兴文县259个村（社区）全有村务公开微信群

村务“微”公开
连通干群心

川剧“小花”
蓉城献艺

本报讯（记者 李欣忆） 11月26日，2017天府金融论坛
在成都举行“科技金融与创业创新”“文化金融与天府声音”

“金融助力军民融合发展”“新时代自贸区产融协同发展”“新
兴医疗产业与金融创新”5场专业论坛。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产业界、金融界人士展
开了“头脑风暴”。与会嘉宾围绕金融如何与科技、文化、医疗
等融合发展展开深度探讨，就军民融合发展遇到的瓶颈问
题，从金融创新的角度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下转02版）

2017天府金融论坛
举行5场专业论坛

力争用5年时间，培育1家超级独角兽
企业、5家独角兽企业和一批瞪羚企业

“滴滴火箭”来了
资本准备好了吗

“地沟油”变环保油
期待早日“到站”

04版

俄美“媒体战”动真格

普京签署“外国代理人”法案

02版

□本报记者 李淼

11 月 24 日，一组火热的数据从第五届
四川农博会组委会传来：本届农博会上，累
计近 10 万人次参展观展，现场实现销售额
近1亿元，签约订单达24余亿元。

火热，体现在现场的一桩桩交易里。17
日，开幕当天，遂宁永丰绿色五二四红苕专
合社展位上的红苕被抢购一空。这几天，专
合社负责人谭文加紧给在展会现场通过微
信订货的客户发货，共计10吨。

火热，体现在一个个签订的大项目里。
农博会上，我省共签订农业投资促进项目
356个，合同金额1088.99亿元，创下历届新
高。签约总投资达12.6亿元的彭州市湔江会
灵谷项目，会后正加紧有序推进。

40年前，农村改革从这里发源，引领全
国。如今，地处内陆的四川农业，正做强开放
平台，汇聚八方智慧，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注入强劲新动力。

做强开放平台
助力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

连续参加五届农博会，红苕不断卖出好

价钱，谭文感受到农博会的蝶变——
作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省政府

主办的三大展会之一，2013年的首届四川农
博会，还只是西博会的一个展馆。

2014 年，展馆增加到3 个，首次举办深
化农村改革与发展现代农业论坛。

2015 年，第三届四川农博会首次从西
博会独立出来办会，举办10项重大活动，展
馆覆盖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全部 9
个馆，规模在全国农业类展览展会中独占
鳌头。

今年，农博会首次移师成都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展览面积增至6万平方米，参展机
构特装展位面积达 90%，创历届之最。来自
省内21个市州、全国14个省（区、市）及马来
西亚、意大利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
家企业参会。首次设置主题省、首次设置安
全食品区、首次设置四川农业序馆、首次设
置吉祥物……内容和形式不断刷新，专业性
和外向性实现新突破。

吸引八方宾朋的，是农博会日益提升的
影响力，更是四川农业大省在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日益闪亮的金字招牌。

时隔一年，中航安盟财产保险公司将第

七届国际农业保险论坛再次落户成都。该公
司负责人表示：“希望借助四川农博会这个
大平台，扩大论坛的影响力。”

“36家企业！”主题国马来西亚科技创新
部副部长拿督阿布巴卡强调，马来西亚有36
家企业参加农博会。

“我们对四川市场充满期待。”农博会
上，泰国孔敬府府尹颂萨·章达拉辊希望把
四川发展农业的经验带回泰国。

农博会规模不断壮大，助力擦亮四川农
业大省金字招牌。就在开幕当天，一个关于
农博会未来的信息传出——四川将在全国
率先打造农业会展新业态，在成都建设“中
国天府农业博览园”。这成为我省提升办展
水平，打造农博会品牌的又一创新举措。

汇聚八方智慧
为乡村振兴铸就新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搏击潮头，四川有基础。在出席农博会开
幕式的嘉宾们看来，四川在特色品牌农业、
美丽乡村和乡村休闲旅游养老产业发展等
方面成绩斐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四
川一定会创造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全国起

到示范带动作用。
扩大朋友圈、画大同心圆，进一步凝聚各

方智慧，汇集广泛力量，不断扩大开放合作，
助推四川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助力
四川乡村振兴，是本届农博会的题中之义。

观点交锋凝聚共识。在农博会重要活动
之一的第二届中国美丽乡村论坛暨第五届
村政论坛上，来自农业部、中国农业大学、浙
江大学的专家学者和全国美丽乡村基层代
表共同憧憬：未来的乡村，一定是农民的新
家园、市民的桃花源，人们将在美丽乡村诗
意栖居。未来乡村如何建，中国农业大学农
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在都江堰村庄里
找到答案——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
化，最大限度保留乡村社会文化结构，为乡
村振兴提供重要基础。

合作深化注入活力。以色列的先进农业
技术和项目已在金堂、新津、攀枝花、凉山先
后落地，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领事艾
晔乐觉得这远远不够，他不仅期待着明年3
月在四川举办的中以农业科技交流会，更为
明年5月的以色列农博会发出邀请函：希望
四川企业参会，寻求更大合作机遇。

（下转02版）

汇聚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回眸

□本报记者 邵明亮

11 月 13 日上午，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
清水村的一个院坝里，内江纳海国际劳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勇正在组织召开一场公司
决策层参加的“高层会议”，讨论的事项是远
在赞比亚和阿富汗的工程项目。

2015年9月，内江启动返乡创业“回家
工程”，通过“亲情回引”“政策回引”“定向回
引”吸引在外的内江人回乡创业。李勇正是
在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回乡创建多家公司
和农村合作社，带动了一方百姓增收致富。

近年来，越来越多像李勇这样的“返乡创业
明星”在内江涌现，强力助推了内江经济发展。

每年回引返乡创业外出活动不少
于10次

“我们在外打拼的游子都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无论自己的事业做到多大，都希望能
够回到家乡，回报乡亲父老。”作为业务遍布
多个国家的建筑工程承包商，（下转02版）

内江实施“回家工程”，吸引在外的内江人回乡创业

两年吸引4400余人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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