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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执政实录》 是记述双流区委执政决策和实践的一套大型综合性、资料
性工具书。该书由双流区委主办、区委史志办公室主编，从 2015 年开始，逐年编纂。《中共成都市双
流区委执政实录 （2015）》 为总第一卷。
二、《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执政实录》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忠实记录区委带领全区人民创造性地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市委的战略部署，开拓奋进，凝心聚力，加快发展，
科学发展，扎实推进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历程，反映全区
在开启新征程，再创新辉煌，以新状态适应新常态，以新作为推动新发展，为双流率先高标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天府新区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建设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而奋斗进程中取得
的重大成就。
三、《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执政实录 （2015）》 内容跨度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按要闻
特载、执政方略、执政实践、执政论坛、镇街纵横、大事记、附录七个部分进行分类编辑。各篇章初
稿由区级各部门、镇 （街道） 提供，区委史志办负责全书的组织协调、修改、统稿、编辑、印刷工
作。经区委审定后出版。
四、2015 年 12 月，根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四川省调整成都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
〔2015〕 207 号） 以及省市相关文件精神，双流县撤县设区。根据双委办 〔2016〕 9 号文件精神，撤县
设区后，原双流县机关事业单位正式更名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 日。因本书编辑出版时间为是日之后，
故封面主办单位、编辑单位采用新名称，文内记载仍采用原称谓。
五、《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执政实录 （2015）》 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双流区统计局、国家统
计局双流调查队 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数据由供稿单位提供，由于统计口径不
尽一致，数值亦不尽相同。
六、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的关心和全区各部门、
镇 （街道） 的支持。在此谨向关心、支持本书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全体执笔、编辑人员致谢。由于
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与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辑部
2016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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