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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脚步丈量时代
用笔头呈现感动

——致全市新闻工作者的慰问信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11月8日
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
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首次访华。

特朗普1946年生于美国纽约
市，1968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任职
于其父创建的房地产公司。1971年
接管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投资范
围逐步延伸至其他多个行业。特朗
普著书十余本，首部自传《交易的艺
术》曾被评为年度最畅销书籍。

特朗普2015年6月以共和党
人身份宣布参选美国总统，2016
年11月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

夫人梅拉尼娅。有3子2女。
新华社发

美国总统特朗普8到10日访华

移动优先，体验升级，是成都
商报第二届全媒体用户节的主
旨，我们特别推出“感恩体验”专
列，是对商报用户23年来一路相
伴的感恩回馈。

如果您有幸乘坐这趟专列，
您可以体验蜀道变迁，飞越秦岭、
剑门关，感受曾经的“蜀道难”如

何变成了沿途的美景。
您可以感受秦岭沿线的人文

风情，三星堆遗址的德阳，李白故
里的绵阳，剑门蜀道所在的广元，
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水源头汉中，
号称“西安后花园”的安康……直
到西安古城。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今日起，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或拨打成都商报热线
（028）86613333-0开始成都商报专列意向性报名

““过节耍成都过节耍成都””暨成都商报第二届全媒体用户节特别策划暨成都商报第二届全媒体用户节特别策划————

今日（11月8日）上午7点开始，西
成客专首发之际，免费乘坐商报专
列，开始接受意向性报名。成都至西
安或西安来成都，您都可意向性报
名。报名时需填写如下事项：

1.姓名；
2.身份证号码；
3有效联系方式；
4简述您的报名理由。
路径一：你可扫描下方的成都商

报官方微信二维码。在成都商报官方
微信下方的输入栏中输入“来耍成
都”，即您的报名意向为乘坐西安开
来成都的列车。输入“感恩体验”，即
您的报名意向为乘坐成都开往西安

的专列。在收到回复对话框后，再按
要求填写您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
和想要乘坐的缘由。

路径二：拨打成都商报用户节专
线86613333-0进行意向性报名，向热
线人员提供您希望乘坐的专列及姓名、
电话、身份证号和想要体验的缘由。

特别说明：
意向性报名

只 是 乘 坐 专 列
的预报名，最终
您是否如愿，将
以 成 都 商 报 发
给 您 的 确 认 信
息为准。

《史记》曰：“秦岭，天下之大阻也。”
作为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南北
宽约一百五十公里。当年穿越秦岭古
蜀道入川，通常需要数十天时间；有了
铁路，西安到成都仍然需要约16个小
时的车程；2011年，成都到西安的高速
路全线贯通，成都西安之间的距离缩
短为8个小时车程。

而即将开通运营的西成客专，
两地的通勤时间再次缩短至3小时。
成都通过西安北上到北京，时间也
从现在的14小时缩短到约8小时。

在这“3小时跨越千年蜀道”的
历史时刻，我们同你一样激动：太方
便了，希望请更多的西安及三秦大
地的朋友，来成都耍个够。

只要你是成都商报用户，只要
你有西安的家人、亲戚、同学、战友，
生意伙伴，新友故交，只要你愿意，
请他或他们到成都来耍，就有机会
成为幸运者，获得商报专列每人一
张西安来成都的免费高铁票。

今日开始，我们将开启西成客
专成都商报专列意向性报名。报名
分为：一，“来耍成都”专列即西安来
成都单程；二，“感恩体验”专列即成
都至西安单程。

诗人李白笔下的“蜀道难”将进一
步成为历史。由天府之国成都，到十三
朝古都西安，只需3小时。成都平原和
关中平原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今年国庆期间，成都启动的“过节
耍成都”活动，吸引了众多的外地游客
到文化厚重、时尚优雅的成都游玩。在
西成高铁首发倒计时之际，“过节耍成
都”暨成都商报第二届全媒体用户节推
出特别策划：乘商报专列，为成都请客。
继续为成都商报的用户们送上福利：我
们将分别包下一趟西安来成都和成都
至西安的高铁单程专列，盛邀西安及三
秦大地的客人“来耍成都”，感受成都之
美；也感恩回馈商报用户，体验3小时跨
越千年蜀道的变迁。

蜀道不再难
3小时跨越千年

西成客专开通之后，3小时就
可从西安来成都。这使西安客人领
略成都之美变得非常方便。

成都有文化之旅。延续至今的
清朝古街道宽窄巷子，青黛砖瓦、
四合院落，巷子间感受历史成都；
诗人杜甫流寓成都的故居杜甫草
堂，居于此的4年间，杜甫创作了
240多首诗歌，浣花溪畔感受文人
情怀；文化地标方所书店，高低纵
横的铁铸廊桥、无限延伸的图书立
柜、堆叠层层的阶梯打造出的“地
下藏经阁”概念，还原书店最原始
的美。

成都有美食之旅。巴蜀特色火

锅在这里被演变出千万种可能，串
串、干锅等网红餐馆，夫妻肺片、龙
抄手等巴蜀菜品，感受吃在天府。

成都有时尚之旅。无印良品全
球最大旗舰店、纪梵希全球第二家
概念店、维多利亚的秘密全球第五
家旗舰店、祖马龙西南首家店……
潮流聚集地太古里、IFS、大悦城等，
方便您买到您想买的任何物品。

成都有休闲之旅。一市居民半
茶客，喜茶爱茶的传统延续到今天的
成都，坐落在少城路的鹤鸣茶社距今
已有90年的历史，是全国历史最悠久
的茶社之一。快节奏生活之外，在成
都感受地道的“慢生活”之韵。

“感恩体验”专列（成都-西安）

感恩回馈商报用户
体验高铁穿越千年蜀道

今晨7点起接受意向性报名

穿四川盆地，过大巴山，越
秦岭山脉，北上出川，中国首条
穿越秦岭山脉的高速铁路——
西成客专开通在即。

7日，中国铁路总公
司对外宣布，西成客专经
过四个月的联调联试，迎
来开通运营倒计时。

“来耍成都”专列（西安-成都）

请西安朋友来成都做客
感受成都之韵

盛邀西安及三秦大地的客
人“来耍成都”，感受成都之美；
也感恩回馈商报用户，体验3小
时跨越千年蜀道的变迁。

“来耍成都”专列
即西安来成都

单程

1

“感恩体验”专列
即成都至西安

单程

2

西成客专开通倒计时

9月27日，西成客专陕西段试运行。试跑列车抵达海拔1594米的新场街站

制图 李开红

对话> 新经济先锋
发现> 新成都之变

乘商报专列 为成都请客

凝聚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全市新闻工作纪实

2017年成都商报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
又是一年记者节，我们深知——

没有你，我们谈什么收获
记者节特别报道 09~11

在全市新闻战线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我们
迎来了第十八个中国记者节。值此
收获的季节，谨向全市新闻战线的
同志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为成都
新闻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新闻
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关
心和支持成都新闻事业发展的各
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一年来，全市广大新闻
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
牢记“48字职责使命”，紧紧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兢兢业业、尽责
有为，用笔头记录成都发展不凡
历程，用镜头见证成都振兴不凡
业绩，用故事展现成都良好形象，
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强有力的舆
论支持，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作出了积极
贡献。特别是你们精心组织实施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国家中心城
市产业发展大会、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大会等重要会议精神的阐释宣
传，深度策划“五中心一枢纽”“十
字方针”“新开放观”“新人才观”

“三治一增”“产业新政五十条”等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涌现出了一大
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
作品，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成都落地落
实，新发展理念在成都生动实践，
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作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
大政治判断，深刻阐述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确定新时代的
奋斗目标和战略安排，对新时代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全面
部署。新目标是任务书，也是动员
令。当前，我们正身处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历史时
期。奋力实现建强区域中心城市、
站稳国家中心城市、冲刺世界城
市“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成都必
须坚定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
部署落地落实，在落实总体部署
中走在前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多成都力
量。作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
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全市
广大新闻工作者既是见证者、记
录者，更是参与者、推动者。走好
新征程、实现新目标，我们为此备
感荣光，也深知责任在肩，不可辜

负。我们要充分发挥新闻战线的独
特作用和视角，以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深度
策划、多出精品提升质量、体现担
当，以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汇聚民
意、辅助决策，以紧跟时代、改革创
新应对挑战、巩固阵地。

同志们，决胜全面小康是一
首时代之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一首壮
美的诗。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新时代。对于成都来说，
这是我们勠力同心、奋进搏击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的黄金时代。迈进新时代
的成都，必须清醒认识中国发展
的历史新方位，立足新起点、勇担
新使命；扬帆新航程的成都，理应
在带头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部署
上作出表率、走在前列。黄金时代
就在我们眼前，值得我们歌唱和
咏叹。按照市委的要求，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是全市的首要政治任务。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核心的
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引实践，最
根本的是始终确保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最关键
的是自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程中找位置、勇担当、作贡
献。我们要按照市委部署，精准抓
好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
报道党的十九大精神，全方位、多
层次深度宣传成都全面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坚定行动和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实践
探索，不断增强全社会共识，坚定
开启新征程的信心，努力营造干
事创业、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新时代将为广大新闻工作者
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我们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始终
做政治坚定、服务大局、业务精
湛、争创一流的表率，努力推出更
多“沾着泥土”、“带着露珠”、“冒
着热气”的精品力作，以脚步丈量
时代、在现场汇聚民意、用笔头呈
现感动。

祝全市新闻工作者节日愉快、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成都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7年11月8日

今天是第18个中国记者节

02 03

香奈儿与成都结缘，与成都不断发展的新经济有关，“成都是中国
西南地区最具时尚活力的都市”

香奈儿大秀来成都
时尚特质，不谋而合

目前和成都演艺中心签约的项目，档期已经排到明年1月，正在接
洽的项目档期也到了明年6月

锤子科技发新品
成都演艺中心迎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