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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老兵的爷爷，希望眼角膜能让孙子延续军旅生涯

1965年参军入伍，张友田也曾一身
戎装，在河南部队驻防地点，一干就是5
年。退伍后，他没有接受安排工作，执意
回到老家，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交道。
直到70岁，他还坚持干农活。

和老伙计一起吹牛时，他总是会聊到
自己参军那会儿。“他很严肃，平时都不敢和
他嬉皮笑脸。”张进还记得，爷爷的疼爱，总

体现在行动上，外出回来，会给自己带好吃
的。不过，爷爷一直坚持早上6点起床，张进
也跟着“遭了殃”，“他还会反复强调，在军队
起床号响了过后，根本没有赖床的时间。”

而爷爷变得和蔼，也是从自己参军
那年开始，老爷子传授着经验，让他在部
队多向班长请教，“干什么像什么，凡事
跑快一点”。

张进展示手机里爷爷的照片 摄影记者 王勤

昨日下午，在成都市人民政府
发起的“成都音乐产业招商投资项
目推介会”上，音乐设施园区、品牌
音乐节庆（展演）、音乐教育培训、

“互联网+音乐”四大项目类，20多个
项目集体亮相。广东励丰音乐科技
展示、摩登天空西部总部、“天空之
城”影视音乐基地、321音乐孵化园
区、草莓音乐节等多个国内知名音
乐机构、音乐项目，将与成都深度合
作，合作孵化音乐创意产业项目，形
成成都特有的原创音乐空间，努力
建设中国音乐之都和国际音乐名
城。据了解，参加本次推介会的成都
音乐项目，或将吸引投资超40亿！

引国内外知名音乐机构来蓉

今年8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
意见》，确立了到2025年的发展目标
——培育出一批引领全国音乐产业
发展的产业园区和领军企业，形成
高端的、优势显著的现代音乐产业
体系，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领
先全国的音乐生产地、乐器及音乐
设施设备集散地、版权交易地、演出
聚集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
代音乐产业领军城市。为此，成都市

政府专门出台支持音乐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明确了推动音乐产业加
快发展的路径和政策措施，吸引了
全国乃至全球知名音乐机构、音乐
创业者的关注。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成都音乐
产业招商投资项目推介会”上，音乐
设施园区、品牌音乐节庆（展演）、音
乐教育培训、“互联网+音乐”四大项
目类，20多个项目集体亮相。据了解，
广东励丰音乐科技展示、摩登天空西
部总部、“天空之城”影视音乐基地、
321音乐孵化园区、中国西部音乐谷、
乐杜鹃音乐孵化基地、“乐联网”音元
互娱产业、漾樂天地（youngle park）
等多个国内知名音乐机构、音乐项目
先后签约，将与成都深度合作，合作
孵化音乐创意产业项目，形成成都特
有的原创音乐空间，力争培育聚集一
批根植成都、覆盖全国、辐射国际的
音乐人才和音乐机构。比如摩登天空
就会在成都设置“摩登天空西部总
部”，签约金额5年内2亿。

推成都音乐项目全球合作

“成都音乐产业招商投资项目
推介会”旨在推介成都本土音乐产
品，加强成都音乐企业与全国顶尖

音乐团队之间合作的推介会路演现
场，也吸引了国际国内知名音乐公
司参与。省市文化相关部门，对“四
川音乐发展现状”、“成都音乐未来
发展趋势”做详细梳理介绍，向全球
音乐界人士展示成都音乐产业发展
成果，推荐成都音乐项目，寻求音乐
战略合作伙伴。

在打造音乐品牌方面，成都举办
了“成都国际音乐诗歌季”和大型室
外音乐会等公益性品牌音乐主题活
动。为此，成都将高标准规划建设城
市音乐厅、成都音乐坊、城市音乐公
园和露天音乐广场等音乐演出场
馆，并支持建立演艺院线、音乐演出
产品的国内外巡演，举办音乐产业
博览会，培育乐器和音乐设施设备
专业市场。

近年来，成都本土音乐原创项
目越来越受关注，好作品层出不穷。
不仅有成都国际乐杜娟音乐节、西
部音乐节、天籁之音——中国藏民
族音乐盛典、“华夏神韵”音乐类非
物质遗产大型展、2017成都国际音
乐产业博览会、街头音乐节等一批
具有品牌效应的音乐平台项目，还
创作出“英雄三国旅游剧”等具有成
都特色的原创音乐演出作品。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梁慧琦

12月3日、4日，由四川省音乐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成都市音乐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指导，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四川
省文化厅、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
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

“2016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在蓉
举办。本次活动汇聚国内外近200位
业界专家、知名音乐人、行业精英，
就推动音乐与市场对接、与互联网
融合，加强音乐节自律规范及国际
交流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昨日获悉，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将与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演艺
集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打造第三
届音乐人才扶持项目的品牌活动
——音乐创意人才扶持项目成都青
年音乐节，并有望推动这一项目落
户成都。

推介会搭平台 助力成都音乐产业走向世界

吸引全球投资总额或将超40亿

第三届音乐创意人才
扶持项目或落户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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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角膜留给孙儿
让他好好看世界

最后一次见面，最终定格在手机屏幕上。营房里，张进（化名）捧着手机，屏幕上，
爷爷张友田躺在病房，嘴唇一张一翕，没能讲出一句话。12月1日，恰逢老兵退伍日，从
军五载的张友田在这天告别人世，离开前，他托儿子将最后一件礼物留给了孙儿。

4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在部队服役的张进左眼受伤发炎，这点“小伤”逐渐发展为
角膜白斑，必须进行角膜移植手术。然而，眼角膜稀缺让手术迟迟没有着落，肺癌晚期
的张友田得知后，当即决定将自己的角膜移植给孙儿，让他能继续留在部队。

12月4日，移植手术前，张进躺在病床上，又翻
出了爷爷生前的照片，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成了他
最大遗憾。18岁参军入伍，张进在部队已经干了7
年。他从戎之前一直和爷爷生活在一起，是爷爷最
疼爱的大孙子。

“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玩具。”张进回忆说，自
己的玩具都是爷爷手工制作的，有木头做的陀螺、
有树杈打磨的弹弓，甚至有自行车改造的枪。上学
后，爷爷也总是将卖菜的钱，拿来给孙儿购置文具。

张友田临别人世时，张进在部队营房用手机与
他进行了最后一次视频通话，张友田盯着屏幕，已
经说不出话，张进在这头哽咽了，一个劲儿劝他“保
重身体”，挂掉电话，这成了一次诀别。

张进请假回到老家才知道，爷爷离开前，给他
留下了一件礼物——眼角膜。

4年前，张进因为一次意外，左眼眼
角受伤，开始只是一点红肿，他也没太在
意，年复一年，眼睛的问题愈发严重，甚
至出现白斑。“一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
今年7月，张进发现眼睛的问题已经开始
影响自己驾驶，“还好不是右眼，不然射
击都没法完成。”

回家探亲时，他将这一情况告诉了
父亲，一家人带着他去成都检查。“他的
左眼视力只有0.02，接近失明。”成都东

区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唐建介绍，张进
的父亲提到希望将张友田的角膜定向
捐赠给孙子，医院最终通过确认双方关
系、检查角膜细胞功能符合需求后，决
定做这次移植手术。

此前一个月，张进的父亲就跟张友
田提到了张进的情况，老人躺在病床上，
声音微弱，频频点头。为了孙子，这个绵
阳游仙区城郊的老人放弃了老一辈的身
后事观念，将身体一部分留给了后人。

张进在部队里寄回一些照片，老爷
子看着孙儿穿上军装，一脸羡慕。“他就
会说他们当兵那会儿条件很艰苦。”张进
和爷爷聊得最多的也是关于部队的生
活。爷孙俩服役都在同一个城市，张友田
也不时感慨，“想回老部队看一看”。

张进也帮着打听过，不过因为老部
队不断改编，爷爷当年所在的番号早就
查不到了，张友田想要故地重游的心愿

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弥留之际，张友田告
诉家里人，让孙子在部队继续好好干，早
点成家立业。

得知要换上爷爷的角膜，张进再度
哽咽，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还会留
在部队，继续这份事业。“代替爷爷再看
一眼曾经服役的地方，看看现代化军队
的日新月异。”张进说，也可以让他继续
看看这美好世界。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眼角膜是爷爷
最后的礼物

馈赠 弥留之际点头捐出眼角膜

传承 孙儿从爷爷手中接过“枪”

夙愿“想回老部队看一看”

同 步 播 报

爷爷的遗产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罗强主
持召开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专题
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
念，认真落实省委十届八次、九次
全会和市委十二届七次、八次全
会精神，狠抓市委《关于推进绿色
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实
施意见》的落实，深入推进绿色低
碳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城市发
展新动力，进一步提升宜业宜居
品质，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罗强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
各部门全面贯彻党中央、省委、市
委关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同时也存在认识不够深入、绿色
低碳产业发展不均衡、社会民众
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当前，我市正
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美丽中
国典范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是时
代潮流、大势所趋，必须进一步提
高认识，把绿色低碳贯穿于发展
改革全过程。

罗强强调，要加快构建低碳
能源体系，大力降低煤炭使用率，
提升成品油质量，更多使用水电、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推行煤改气、
电代油、电代气，大力开发推广新
能源。要着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
体系，深入推进工业强基行动，推
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引进
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突出新材
料、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软件、节
能环保、生态农业和现代服务业。
要强化生态修复保护，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加
强城市碳汇能力建设，夯实“山
水田林湖”生态本底。要构建城
市低碳系统，坚持产城融合、职
住平衡规划理念，统筹资源环境
容量，合理控制人口数量；全面
推进绿色建筑设计，减少玻璃幕
墙；树立行人、非机动车路权优
先的低碳交通理念，完善城市慢
行系统、绿道系统，提高绿色出行
分担率。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转化
为做决策、抓工作、促发展的具体
行动，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
式，构建共建共享绿色低碳生活
的良好氛围。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志
宏，副市长苟正礼、刘守成、刘宏
葆，市政府资政黄平参加会议。

绿色低碳发展
提升成都宜业宜居品质

罗强主持召开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专题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罗强调
研我市能源保障工作并强调，要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源供
给，让城市安全有序运行；要抓住
能源低碳化这个关键，进一步压
缩煤炭等化石能源供给比例，提
高清洁能源比重，着力构建绿色
低碳能源体系。

调研中，罗强先后来到国网
成都供电公司、成都城市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详细了解
电网迎峰度冬、燃气冬季保供及
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今年1—10
月，全市社会用电量达463.96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69%，其中工
业用电量217.27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0.11%。成都城市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管理用户288万户，预计
全年购进气量将达13.6亿立方

米，创历史新高。
就抓好能源保障工作，罗强

强调，要安排好时序，着力保民生
供应、保重点区域、保产业发展，
为广大市民及企业提供稳定可靠
的能源保障；对于即将入驻的大
项目要提前介入、主动做好对接
和服务。要进一步压缩煤炭等化
石能源供给比例，提高清洁能源
比重，全面推广成品油国五标准，
鼓励园区物流企业货车等实行
LNG改装，推进煤改气、电代油、
电代气。要切实抓好能源安全生
产，层层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突出电缆隧道、油气输送管道等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强化督察
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切实消
除事故隐患。

市政府秘书长张正红参加
调研。

保民生供应保产业发展
压缩化石能源供给比例

罗强调研我市能源保障工作

据新华社电 在第3个国家宪
法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坚
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
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宪执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
定了“五四宪法”。设立“五四宪

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对开展宪法
宣传教育、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意识、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日相关报道见06版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新华社12月4日电 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工作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和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规范
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
项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中组部
近日修订印发了《党委（党组）讨
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守则》明确，选拔任用干部
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
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
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
派，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坚
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
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标准，强化党委（党组）的领导和
把关作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守则》还明确了“凡提四必”和
“三个不上会”“两个不得”“五个
不准”的要求。“凡提四必”，即讨
论决定前，对拟提拔或进一步使
用人选的干部档案必审、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必核、纪检监察机关

意见必听、线索具体的信访举报
必查，坚决防止“带病提拔”。“三
个不上会”，即讨论决定时，没有
按规定进行酝酿动议、民主推荐、
组织考察的不上会，没有按规定
核实清楚有关问题的不上会，没
有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或报告后未
经批复同意的干部任免事项不上
会。“两个不得”，即不得以个别征
求意见、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党
委（党组）会集体讨论决定干部任
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不得
凌驾于组织之上，反对和防止个
人或者少数人专断。“五个不准”，
即不准任人唯亲，不准突击提拔
调整干部，不准临时动议决定干
部，不准超职数配备、超机构规格
提拔任用干部，不准泄露讨论决
定情况，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
人上的不正之风。

中组部在印发《守则》时强
调，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开展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时，要把
贯彻执行《守则》情况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确保落到实处。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
严把干部选拔任用讨论决定关
中组部修订《党委（党组）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

12

今日，通过深港通下的港股通可买417只港股股票，通过深股通
可买到881只A股股票

不过，港股通方面，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与沪港通一致，资金量少于
50万元的散户仍无缘投资港股

深港通今日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