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节日，
让我们举起骄傲，

挺起胸膛，
致我们曾经的青春，现在的韶华。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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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商飞公司昨
日发布消息，综合各方面因素，国
产大型客机C919将于5月5日在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首飞。如天气条件
不具备，则顺延。

从2007年2月国务院批复大型
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到
2015年11月2日C919总装下线，再到
2017年5月5日首飞，科研人员针对先

进的气动布局、结构材料和机载系
统，共规划了102项关键技术攻关，包
括飞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电传飞控
系统控制律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C919作为着眼于最主流的
航空运输市场（150座级），完全
按照国际主流适航标准和国际
主流市场运营标准研制的干线
飞机，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关注。

国产大飞机C919明日首飞

正是花开时节
我们“新”花怒放

致青春。当这个题目交给我时我在想，
我的青春里曾经都有谁，致给了谁。

我在25岁时进入11岁的成都商报，和我
的同龄人一起享受着前辈打拼而来的盛大
时光，享受着这个平台带来的机会与荣耀。
然后，陪着它进入盛年，再至壮年。未曾料
到，突然间整个纸媒进入断崖式严冬，传媒
人似乎一夜白头。

当时代对你关上一扇窗时，也一定会开
一扇门，甚至打破一整面墙。移动互联网时
代来临了。

凤凰涅槃。成都商报提出了超越纸媒，
移动优先。这艘大航母主动拆分为无数灵活
的小舢板，四川名医、儿童团、电商、两微一
端、数字整合营销齐头并进。这是一张自豪
的成绩单。“成都商报”这4个字的含义，从单
张报纸发展到用户数突破1亿的全媒体集
群。老树生出新枝，我们找到了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生存方式，我们找回了青春。

《成都商报》变薄了，但“成都商报”不会消失。
老人转型，新人加入。在这个过程中，我

从别人嘴里的小潘变成老潘，也为我的报纸
记录下这些瞬间：商报在20岁这年发起“我
看未来20年”，王健林、柳传志、李书福、单霁
翔们的演讲现场让我们重陷新闻纸的梦想
与光荣；同事要么坚守要么转型，我写下一
个首席记者的最后一稿，“大势是打不过的
对手，却也是不必打的朋友”；首届用户节，
同样是直抒胸臆，老朋友却换了新称呼，“22
年了，我们一直说，亲爱的读者。今天，我们
决定改一改。我们说，亲爱的用户。”

在这个过程中，有彷徨、犹疑，有期待、燃
烧。像每一段青春，熟悉又陌生，美好又疼痛。

世界在变，青春当然也在变。它不再狭
隘与吝啬，除了胶原蛋白和萌萌哒，青春还
是挑战权威的勇气，重新学习的冲劲，告别
枷锁的决心。青春被我们用行动重新定义，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青春就是再出发。

一想公司，运营成都商报两微一端及四大
社群，用户横跨老中青三代人。各平台已服务
全国用户2000万+。

前一阵，成都诗词大会朗诵亭来了一对80
多岁的老夫妻，老爷爷一首陆游的《梅花绝句》
背了十来遍也没有背诵下来，急得直跺脚。在
一想同事的安慰下最终录出完整的作品。老爷
爷开心得像个孩子，临走前说：“丫头你上班
（值守朗诵亭）的时候再来看你。”当时丫头并
没在意，直到有一天远远地看见两个颤巍巍的
身影在张望，心头一暖。老夫妻的内心像晨曦
那么年轻，散发着暖光。在一想人眼中，青春无
关年龄，只在乎内心是否有爱。

谈资APP，新生代智趣污资讯平台。这里
聚集着一群90后，每天在全网制造出千万流
量的泛娱乐稿件。有一天，他们
突然意识到一个

问题——以前，我们开心的时候会说春风得意
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现在，我们只会哈哈
哈哈哈。

于是发起了“废柴，我们走”。下属的成都
Big榜率先开启“春日计划”，邀约全城好学青
年在100天之内完成13项技能学习——在暗房
洗胶片，掌握让商场老板闻风丧胆的夹娃娃技
巧，炒一锅最地道的火锅底料，做一碗镇住一
条街的面，涂鸦一面酷爆的墙……1个月后，下
属的“谈资有营养”正式上线“领读计划”，邀约
全城青年，挑战用10个月时间精读10本好书。
有为青年们说，技能get，才华提
升，向上才是青春。

成 都 商 报 新 媒 体 致 青 春

一想公司

1915年，陈独秀36岁。他写下《敬告青
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
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第二年，《青年杂志》易
名《新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以青春之
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
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那是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时代。青春，与家国
命运联系在一起。

往后，1950年代，正值青春的王蒙写下
《青春万岁》序诗，用力呼唤：“所有的日子/所
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编织什么
日子呢？“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
的日子……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

……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那是百
废待兴朝气蓬勃的时代，青春与集体有关。

再往后，世纪末。年轻人揣着王小波、海
子和崔健仰望星空。白衣飘飘的青春被高晓
松一支笔写尽：是同桌的你和睡在上铺的兄
弟，是你青春年少不怕山水迢迢，长发迎风
对着天空狂啸；是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
远我们在一起吧。那是文学与音乐的黄金时
代。青春，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个人抒怀。

现在的年轻人则不再热烈讨论青春，好
像这青春是别人的。我们只能零星拼凑，如
今的青春是萌，是中二，是青年自称空巢老
人，自黑“丧”和“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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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昨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提高中央财政自然灾害
生活补助标准；确定支持社会办
医和健康旅游发展的措施；部署
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
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

农”等提升服务能力。
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对台风

和其他各类自然灾害应急救助补
助实行统一标准，并大幅提高补
助水平，大幅提高因重特大自然
灾害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过渡
期生活救助和倒损民房恢复重建

的中央补助标准。鼓励社会力量
举办全科诊所和独立设置的医学
检验、康复护理等专业机构，促进
有实力的社会办中医诊所、门诊
部等跨省市连锁经营。吸引境外
投资者合资合作兴办高水平医疗
机构。

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普惠金融事业部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152次常务会议，审
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健康服务业“十三五”规划等
议题，部署加快推进年内全部淘汰
黄标车工作。市委副书记、常务副
市长朱志宏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我市
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继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依法保护外资合法
权益，创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营商
环境；要帮助推动成都优秀企业全
方位、多领域、高水平“走出去”，加
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
治、文化、营商环境等研究，重点分
析各国投资机遇和风险，为我市企
业境外投资提供有效指引。要抓好

政策宣传解读，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切
实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
断拓展“成都制造”“成都服务”“成
都品牌”国际市场空间。

会议强调，淘汰黄标车是治理
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也是今年民
生工程的重要内容，市级有关部门、
各区（市）县要强化责任落实、全程
通力配合，坚定不移大力推进，确保
全市黄标车年内全部淘汰。要加强
政策引导，依法严格查处劣质柴油
生产流通，把淘汰黄标车工作与推
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有机结合起
来。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企
业、市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构建人
人建、人人管、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
治理格局。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在第74
次市长办公会上强调，要从小事中
着眼、细微处入手，抓实抓好民生工
作，切实办好一批群众最急、最愿、
最盼的民生实事，着力提升市民幸
福感和获得感，真正实现“有感发
展”。要层层落实工作责任，强化督
办评估，形成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各
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今春以来，我市开展
了以“植树补绿、增花添彩”为主要
内容的大规模绿化全川成都行动，
市建委、市园林局等部门和各区

（市）县扎实推进、竞相赶超、成效显
著，值得充分肯定。其中，成都天府
新区植树总量第一，武侯区综合考
核排名第一。全市共栽植各类树木
214.6万株，城区绿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城市绿色生态空间比重明显提
升。下一步，要广泛开展全民植树造
林护林活动，以“绿满蓉城”为目标，
全力实施全域增绿。要建立长效机
制，把义务植树活动与全市生态建
设结合起来。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
市民爱绿护绿意识，共同积极参与
全域增绿行动。 紧转02版

相关报道见03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我市召开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专题
培训动员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范锐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主持会议。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朱志宏出席会议。

范锐平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讨论通过了一个好报告，当前全市
上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好落实。
以国内先进城市为标杆，学习借鉴
城市规划管理经验，目的就是进一
步增进对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内涵的再认识，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城市规划
管理的能力水平。

范锐平指出，在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
个尊重、五个统筹”的城市发展要
求，为做好新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城
市工作的认识，突出强化精准规
划、精细管理意识。精准规划是标
定城市成长坐标的基本遵循，是
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路径指引，
是成就城市别样精彩的现实需
要。要始终把人本理念作为城市规
划工作的逻辑起点，通过科学的城
市规划，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精准
的施工蓝图，彰显城市特色个性和
生命特点。精细管理是建设和谐宜
居生活城市的必然要求。要在城市
管理上磨砺“绣花”功夫，让城市既

有“面子”，又有“里子”，既有“颜
值”，又有“品质”。

范锐平指出，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
中心城市，怎样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这一战略课题，鲜明提出了今
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全市上下要自觉用新发展
理念指导城市发展实践，创新城市
规划管理。一要创新城市规划管理
理念，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社会发
展规律，树立以人为本、师法自然、
守正出新、登高谋远的规划理念；
科学确定空间、形象、产业、功能和
文化定位，提升城市承载功能、产
业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二要
创新城市建设理念，以炽热的城市
情怀做好规划工作，做到自然主
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完美结
合和有机统一。三要创新城市管理
理念，突出“人本化、法治化、标准
化、常态化”，推动城市管理由以城
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由依靠人治
向规范法治转变，由单一分散向系
统综合转变，从传统粗放向智慧精
准转变。

范锐平指出，城市规划管理是
一门大科学，也是一门大学问。领
导干部要有“知识恐慌”和“能力危
机”，主动向专家请教、善于观察
思考领悟，提升城市工作领导能
力。一要坚持高标定位，提高战略
谋划能力。要有“大气”，提高规划
管理工作的站位和境界；要有“勇
气”，直面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矛盾
和问题； 紧转02版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实践
让城市既有“颜值”又有“品质”

我市召开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规划建设
专题培训动员会 范锐平讲话 罗强主持 朱志宏出席

确保黄标车年内全淘汰
市政府召开第152次常务会议 罗强主持并讲话 朱志宏出席

今春以来全域增绿
成都栽树214.6万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