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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成都移动拥有超过1000
万的4G用户，建成了仅次于北京、
全国第二大规模的4G网络，联合华
为将成都建设成全球4G精品网标
杆城市，并独家为广大用户提供了
高清语音的VoLTE网络服务。正是
具备了这样深厚的用户基础和4G

终端普及率，成都移动才向广大市
民推出体验更佳、实惠更多的4G+
全网通手机。

4G+全网通手机的功能更加丰
富，但价格并非“高不可攀”，相反却
是“实惠多多”。仅2017年，成都移动
就投入13亿成本用于用户购机补

贴。即日起，市民购买4G+全网通终
端，可以体验套餐打折、流量赠送、
宽带收视免费等丰富多样的促销活
动，还可以在成都上万家移动渠道
享受“信用购机”“以旧换新”等特色
购机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成都移动4G+用户突破420万 4G+手机成用户首选
主流厂商鼎力支持

昨成都移动2018新春终端订货会盛大举行
1月16日，“开门红 选移动-成

都移动2018新春终端订货会”隆重
举行，近千家移动签约商家、众多
知名终端品牌、合作伙伴参加了订
货会，盛况空前。

据悉，目前成都移动4G+用户
突破420万，4G+手机成为客户购
机首选。去年成都移动率先推出流
量不限量业务，移动用户畅享无限
流量追剧，视频，游戏随时在线，目
前不限流量用户已近200万。随着
移动4G网络不断优化，首批4G用
户进入换季周期，未来移动4G+手
机将继续引领市场。

在成都移动2018新春终端订货
会现场，成都移动和魅族、华为、荣耀、
oppo、vivo、三星、小米、金立等众多国
内知名的终端厂家及佳海、华伟、龙
翔、迪信通等渠道商家进行了合作签
约仪式和象征着"鼎盛千秋，至诚合作
"的赠鼎仪式，将订货会推向高潮。

据悉，中国移动推出的4G+全网通
手机，兼容任何运营商2/3/4G网络，双

卡使用移动优先，能够更好地支持高清
语音通话、提供用户“准5G”体验。

目前，成都移动联合终端厂商，
已经推出了近百个品牌、近千款的
4G+全网通机型，从千元高性价比机
型到高端明星机全面覆盖。

据统计，本次“开门红 选移动-成
都移动2018新春终端订货会”现场成交
60万台、超10亿元的订货额圆满落幕。

据悉，成都移动4G+用户目前已
突破420万，4G+手机成为用户购机
首选，尤其是成都移动率先推出流量
进入不限量业务，加上移动4G+手机
VOLTE高清语音和CA（载波聚合）
技术带来类似5G的使用感受，进一
步刺激了用户需求。据介绍，目前成
都移动不限流量用户已近200万，不
限制流量用户保持月均30万以上高

速增长。
2018年，中国移动4G终端还将

迎来快速发展。不久前中国移动董事
长尚冰表示，2018年中国移动4G客
户将突破7亿户。

预计2018年中国移动网内换机
规模仍将超过4亿部，市场空间依然
非常广阔。与此同时，中国移动将继
续推动网络、终端、业务向4G+的演

进，进一步提升通话体验，加速普及
高清通话（VoLTE）服务，推出视频彩
铃业务。

而且，中国移动将进一步增强上
网体验，推动CA、多天线技术、高阶调
制等技术升级，网速向G比特演进；进
一步创新业务体验，推进和飞信升级，
并实现手机的内置（Native RCS），推
动通信业务向富媒体化演进。

提速降费 4G+手机资费更优

流量不限量 移动4G+手机成用户首选

厂商踊跃订货 4G+手机备受热捧

“启辰品牌历经七年发展，而启
辰精神却历久弥新。2018年，我们将
持续为自主创新打Call，为用户提供
充满愉悦的高品质智联汽车生活。”
东风启辰副总经理马磊在总评榜颁
奖典礼上领奖时表示。可见，此次受
到中国新主流媒体汽车联盟以及市
场的高度认可，除了出色的市场表
现，东风启辰在产品、品质、智联、营

销上的持续加码，更是不容忽略。
收获产品丰收年。今年是东风

启辰的产品大年，东风启辰推出的
多款车型“叫好又叫座”。作为东风
启辰成立后推出的首款三厢轿车，
也是启辰车联网战略下首款“高品
质智联轿车”，全新启辰D60“只愁生
产不愁卖”，去年12月份，终端销售
数达8805辆，经销商提车数首度破

万，达10010台。
此外，全新启辰T70在去年12月

份创下年度内提车最高，提车数和
交车数分别为7314辆和5475辆。

全新启辰D60和全新启辰T70形
成“双剑出鞘"格局，另一款SUV启辰
T90终端交车数创5245辆的单月历史
新高。焕然一新的产品阵容为2018年
的销量达成构筑良好开端。

不忘初心 实至名归
东风启辰斩获中国“车坛奥斯卡”两项大奖

2017年12月20日，由中国
新主流媒体汽车联盟主办、联盟
主席单位北京晚报承办的2017
第十四届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颁
奖典礼在北京隆重开幕。在这场
被誉为中国“车坛奥斯卡”的舞台
上，凭借在产品、研发、制造、营
销、服务等全价值链的全面发力，
东风启辰和全新启辰D60分别
斩获本届总评榜最有分量的两项
大奖：“年度新锐汽车品牌”和“年
度中级车”。

东风启辰副总经理马磊、东
风启辰市场部广宣科科长代颂娥
上台领奖并发表获奖感言。这也
是东风启辰继广州车展屡获殊荣
后，再次受到业界一致认可。积力
所举，则无不胜；众智所为，则无
不成。能够在众多汽车品牌激烈
的角逐中脱颖而出，不仅折射东
风启辰强大的体系竞争力，更为
其全力冲刺2017年市场业绩注
入一针“强心剂”。

对于东风启辰而言，2017年注定
是不平凡的一年。2月7日，东风启辰
正式成立。焕新出发、再次创业的东
风启辰，以“匠心匠品，与你同行”为
品牌理念，以打造“主流高价值中国
汽车品牌”为愿景，以“自主品牌生力

军”的姿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东风启辰深知“积跬步，至千

里”的造车哲学。成立后的东风启
辰，市场平均增速远超行业3%的水
平。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东风启辰
终端销售22266辆，环比增长52.3%，

同比增长61.8%，创历史单月新高。
2017年，东风启辰全年提车143206
辆 ，同 比 增 长 25.2％ ，终 端 交 车
143031辆，同比增长22.7%，双双创
造历史最高纪录，为进一步做大做
强奠定基础。

牢记品质造车使命。从商品
企划到技术研发，从零部件采购
到整车制造，从销售到售后，东风
启辰以高品质为基石，全面贯彻
到全价值链中去。此外，东风启辰
拥有全球供应商体系，与日产共
线生产，采用合资品质标准，从零
件进厂到整车出厂，每一辆启辰
汽车都要经过1697道质量检验工
序的重重把关，为高品质提供坚
实的保障。

高举智能互联大旗。应时而
谋，顺势而为。在车联网大潮下，
东风启辰携手高德地图、科大讯
飞等创新型科技公司，加速智能
网联汽车的推进步伐，开启品质
启辰智能化、数字化的新征程。品
牌成立七周年之际，东风启辰发
布全新车联网战略，旨在打造“能
感知、会思考、易沟通、更懂你”的
智能互联生态圈，成为中国汽车

消费者最愉悦的中国主流高价值
汽车品牌。

让营销贴地飞行。在“围绕两
个中心，强化一线执行，实现量利
兼收“的营销策略指引下，东风启
辰以贴地飞行的姿态，先后开展
了”10万公里不间断，全新启辰
D60品质大挑战”、“启辰T90媒体
体验营”等一系列活动。

眺景高阁，拾梦远山。再创
业元年，东风启辰以“产品驱动
品牌”迎来了稳健发展。2018年，
东风启辰将在持续提升全价值
链实力，快速发展智能互联技
术，从制造高品质产品迈向创造
高品质生活。2018年，更是东风
启辰厚积薄发的一年，越过山丘
的东风启辰，将继续探索消费升
级下的品牌向上之道，开创自主
品牌创新发展新局面。

（张煜）

坚持品质造车
全新东风启辰砥砺前行

广告

东风启辰2017销量增幅双增长

东风启辰收获产品丰收年

新变化：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由14篇增至72篇

据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介绍，
语文课标变化最突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修、选择
性必修和选修各个部分，内容更
全，分量更多，要求更高。

例如，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
分，除保留原有《论语》《孟子》《庄
子》外，增加了《老子》《史记》等文
化经典著作，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
类古诗文，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
期。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
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

在全面加强的同时，还设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深入学习研
讨。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
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
目数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
（首），提高了学习要求。

同时，语文课标在革命传统教
育方面做到了“两个结合”。一是全
面加强与专题学习相结合，在将革
命传统教育内容要求贯穿在必修、
选择性必修、选修各部分的同时，
还设立专门的“革命传统作品”专
题，集中学习研讨。二是广泛阅读
与深入精读相结合，要求学生在课
内外广泛阅读革命先辈的名篇诗
作，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
文，以及关于革命传统的新闻、通
讯、演讲、述评等，课内外读物推荐
篇目涉及毛泽东诗词，以及鲁迅、
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臧克家、
贺敬之、郭小川、周立波等一批作
家反映革命传统的作品，让学生充

分体会崇高的革命情怀。

树德协进中学语文教研组长税华：
让文化的根和血脉更好地延续下去

此次高中语文新课标的修订
对于学生和学校教学来说具有怎
样的意义和影响？对此，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了树德协进中学语文教
研组长税华。税华认为，现行的教
材存在一些不合理和不尽如人意
的地方，相应的改革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需求。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是此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也反
映出改革的总指导思想是为了更
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
化的根和血脉能够更好的延续下
去。”在他看来，新课标古诗文背诵
推荐篇目增加到72篇，其实是一件
好事。语文相比别的学科不会在短
时间内产生非常明显的效益，所以
日常的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新
课标中还增加了《老子》《大学》《中
庸》等一些国学经典的文章，能够
促使大家在现阶段有意识地重视
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在达到一定量
的积累的基础上完成质的变化。

税华表示，整个课标改革的趋
势，最主要的还是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关注生活，学会用理性辩证的
思维去看待问题，以积极健康的心
态去面对生活。“作为学生，除了掌
握一些成熟的答题技巧之外，更重
要的是要静下心来，多读书读好
书，深入理解和把握文章内涵，让
自己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的同时，
也能够更好地去适应当前的考试
机制。” 成都儿童团记者 杨翼

高中新课标今秋开始执行
古诗文背诵增至72篇
1月16日，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和语文等学科新课标的相关情况，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是此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语文新课标中，设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作
品的深入学习研讨。原课标“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
背诵推荐篇目”，推荐数量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提
高了学习要求。据介绍，新课标将从今年秋季执行。

相 /关 /链 /接

新课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72篇）：
文言文（32篇）

■必修（10篇）《论语》十二章（人而
不仁、朝闻道、君子喻于义、见贤思齐焉、
质胜文则野、士不可以不弘毅、譬如为山、
知者不惑、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小子何莫学夫《诗》、君子食无求饱、克己
复礼为仁）；劝学（学不可以已……用心躁
也）-《荀子》；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
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谏
太宗十思疏-魏征；师说-韩愈；阿房宫
赋-杜牧；六国论-苏洵；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赤壁赋-苏轼；项脊轩志-归有光

■选择性必修（10篇）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华侍坐-《论语》；报任安书（古者
富贵而名摩灭……难为俗人言也）-司马
迁；过秦论（上）-贾谊；礼运（大道之行也
……是谓大同）-《礼记》；陈情表-李密；
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潜；种树郭囊驼
传-柳宗元；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石
钟山记-苏轼；登泰山记-姚鼐

■选修（12篇）《老子》八章（上善若
水、五色令人目盲、古之善为士者、曲则全、
歧者不立、善行无辙迹、知人者智、信言不
美）；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大学（古之欲明
明德于天下者……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万物育
焉；博学之……人十能之，已千之）-《礼
记》；《孟子》一则（敢问夫子恶乎长……则不
能也）；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则夫子犹
有蓬之心也夫）；谏逐客书-李斯；兰亭集
序-王羲之；滕王阁序-王勃；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
诗词曲（40首）

静女-《诗经》；无衣-《诗经》；离骚-
屈原；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短歌
行-曹操；归园田居（其一）-陶潜；拟行路
难（其四）-鲍照；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山
居秋暝-王维；蜀道难-李白；梦游天姥吟
留别-李白；将进酒-李白；燕歌行-高适；
蜀相-杜甫；客至-杜甫；登高-杜甫；登岳
阳楼-杜甫；琵琶行-白居易；李凭箜篌
引-李贺；菩萨蛮-温庭钧；锦瑟-李商隐；
虞美人-李煜；望海潮-柳永；桂枝香·金
陵怀古-王安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
夜记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登
快阁-黄庭坚；鹊桥仙-秦观；苏幕遮-周邦
彦；声声慢-李清照；书愤-陆游；临安春雨
初霁-陆游；念奴娇·过洞庭-张孝祥；永遇
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菩萨蛮·书
江西造口壁-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辛弃
疾；贺新郎-刘克庄；扬州慢-姜夔；长亭送
别-王实甫;朝天子·咏喇叭-王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