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票难求一票难求
京东员工回北京
只抢到深夜航班

秦先生是京东西南分公司员
工，因为总公司在北京，经常往返成
都北京两地。秦先生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因为成都到北京航班数量众
多，平时提前一天、甚至当天买票都
没有问题。但11月10日，自己临时要
回北京公司开会，订票时才发现“悲
催”了，因为当日白天成都到北京的
票已被全部预订。不得已，秦先生最
后只有选择了深夜航班到北京。

“成都到北京航班这么多，我坐
了这么久这条线，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秦先生说，自己在北京
认识的很多互联网公司领导和员工
最近都大量赶来成都，不但经济舱，
连头等舱机票也非常紧张。

成都航空界一位业内人士也告
诉记者，11月10日有个朋友要到北

京，说买不到票，“我
们一共在机场等了5
个小时左右，才终于
等到一张退票”。

看成都
吸引力引力

从一张紧俏机票
一周内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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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召开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努力探索成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范锐平讲话 罗强主持 唐川平李仲彬朱志宏出席

到底哪里称为“成都”？是五城区，还是三环以内？刚
刚召开的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
会，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准确答案”：1.46万平方公里土
地，都是成都。

成都乡村很美，平畴沃野，绿意盎然。这样的美景，来自
于不懈的农村改革探索：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区、首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
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市……根据最新数据，成
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93：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这说
明，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相比，成都的农民与城里人差距最
小、获得感最一致。但是，有一个现实不得不提：无论在新
都、在龙泉驿、甚至就是在双流，人们说到回市区，总是说

“回成都”。言语习惯的背后，实际上折射了城乡条块分割依
然严峻的现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言简意赅二
十个字，顺应了新时代农民的热切期盼。在成都这个正在建
设中的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如何实施乡
村振兴？观念引领行动，首先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
观念。在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上，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在讲话中提到“全域”二字就有
十一次之多。何为全域？就是不管三环五环，1.46万平方公里
土地，都是成都；不管田间地头还是街头巷尾，不论“蓉漂”
还是“城归”，大家共有的名字，都是“成都人”。

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从来不是处在从属的地位上。
“全域”强调的意义，就在打造一个城乡命运共同体。从“十
大重点工程”到“五项重点改革”，成都关于乡村振兴的顶
层设计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努力实
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
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和产业发展融合化。

“让农民在农村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范锐平在十
九大四川省代表团全团会议上的这句发言，收获了无数点
赞。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让
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让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让
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让城乡真正融合在一起，让发展
更均衡，让社会更和谐。

新时代，新气象。成都的新时代之美，不仅在历史与现
代的交相辉映，在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合，也在城市与乡村
阡陌交通、互为交融中，既见青山绿水，更有一抹乡愁。

故事背后故事背后
一周四场大会
汇聚近7万嘉宾

这一切，都跟成都近期成为
众多知名公司的重要大会基地
密切相关。

11月7日，香奈儿2017/18早
春度假系列发布会在东郊记忆
举行。周迅、刘雯、刘诗诗、白百
何、陈伟霆……娱乐圈当红“流
量明星”纷纷来蓉，让成都群星
闪耀。发布会犹如一部跨越时空
的旅行记录。

当晚，罗永浩的锤子科技
2017年秋季新品发布会在成都
大魔方演艺中心举行，国内近
40家主流直播
平 台 、超 过 30
家 主 流 新 媒
体 的 镜 头 对
准成都。
下转03版

各方面数据都显示出近期
成都北京航线的繁忙程度。

来自成都机场的数据显示，
实现冬春航季以来，成都机场平
均每日安排进出港航班950个左
右，平均进港旅客7.1万人。但在11
月8日，航班数量达到一个近期峰
值，进出港航班数量达970个，进出
港人数比平日多出近5000人。

携程的票务数据则显示，机
场的流量变化跟近期成都几场
高规格大会密切相关。携程相关
负责人表示，“京蓉快线”虽然一
直上座率都比较高，但本周票源
紧张现象尤其明显——

11月7日，锤子、香奈儿发布
会召开当天开始，北京到成都的
航线就凸显出高峰态势，7日上
午10：00-12：00、下午14：00-16：
00两个时间段，北京到成都的航
班平均上座率接近100%。

9日，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结束，返程小高峰也同时出现，当
晚7：00-8：00，成都到北京航班上
座率也基本在100%。

10日，嘉宾开始大规模返程。
从10日上午9点返程高峰开始，一
直持续到晚上，客座率居高不下，
保持在接近100%的水平。

12日，中国科幻大会召开，当
天川航所有成都到北京的白日航
班基本售罄，只剩下部分头等舱；
国航同样告紧，只有晚间航班有少
量全价票。国航票务人员表示，“13
日后有所缓解，但全是全价票。”

不得不提的是，这种票源紧
张的情况出现在京蓉航线巨大
的运力下——加上国航、川航、
南航、东航等主要航空公司，成
都北京两地每天往返的航班数
量累计近80个。成都到北京，从
早上6：55开始到晚上22：20，平
均30分钟就有一航班起飞，最短
时15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飞。

让农民在农村
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1图读懂乡村振兴大会
构建“产田相融、城田相融、城乡一体”新型城乡形态

实施“十大重点工程”推进“五项重点改革”

100个特色镇怎么建
全市将重点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特色镇
采用三种建设模式推进特色镇的建设

“大会结束后，
很多嘉宾都无法当
晚返回北京，因为当
天成都到北京的机
票已经全部售罄。”

11月8日，2017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
大会闭幕后，一位腾
讯高管感慨，以前也
多次来，没有想到成
都 现 在 变 得 这 么

“俏”。
机票紧俏背后，

是最近一周在成都
频频亮相的高规格
大会——

11月7日，香奈
儿2017/18早春度假
系列发布会、锤子科
技2017年秋季新品
发布会同日亮相；

11月8日，第七
届腾讯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接踵而来；

11月11日，中国
科幻大会又将“科幻
之都”成都推向聚光
灯中央……

成都，越来越显
示出一个“国家中心
城市”的引力与气场。

数据说话数据说话
京蓉每天近80航班
近一周票源却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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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3日抵达
万象，开始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 13 日在万象国家主
席府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
谈。双方高度评价对方发展成
就，同意加强交流互鉴，推动中
国改革开放和老挝革新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继续秉持好邻居、好
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巩固

中老传统友好，推动长期稳定的
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和本扬相互介绍了中
共十九大和老挝党和国家事业有
关情况。 紧转02版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

共同打造中老命运共同体

//香奈儿发布会香奈儿发布会
//锤子发布会锤子发布会
//腾讯合作伙伴大会腾讯合作伙伴大会
//中国科幻中国科幻大会大会

香奈儿
秀场现场

2017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现场 2017中国科幻大会分论坛现场

摄影记者
王勤 刘海韵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我市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市
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认真落实省市党代会精神，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探索成都特色
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并讲
话。市政协主席唐川平，市政协党组书
记李仲彬，市委副书记朱志宏出席。

范锐平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农业农村的重要论述，为我们
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谋划和推动成都
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
本遵循，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省、市党代会决策部署，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更加注重完善现代城乡规划
体系、优化城乡功能布局、重塑新型城
乡形态、构建现代农业生态圈、创新城
乡社区治理，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
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
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和产业发
展融合化，走出一条具有成都特色的
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范锐平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们要聚焦聚力重大工程和
重点改革，大力实施“十大重点工
程”，扎实推进“五项重点改革”，以
钉钉子精神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成

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大力实施“十大重点工程”。一

是实施全域乡村规划提升工程。坚持
“多规合一”，对全域乡村的空间形态、
产业布局、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等进行全面规划、系统设计。二是
实施特色镇（街区）建设工程。采取“特
色镇（街区）+林盘+农业园区（景区、
产业园）”等模式，加快建设产业集聚、
功能复合、连城带村的特色镇（街区）。
三是实施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开
展以“整田、护林、理水、改院”等为主
要内容的川西林盘整理、保护和修复，
形成林在田中、院在林中的新型林盘
聚落体系。四是实施大地景观再造工
程。以土地综合整治为主要载体，开展
大地景观再造工程，推进全域增绿、高

标准农田建设、城乡风貌改造提升、特
色镇建设和川西林盘整理。五是实施
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百镇千
村”景观化建设行动，优化提升农村居
民生活设施现代化水平，把农村建设
成为城市最大、最美的公园，让城里人
真正羡慕向往乡村生活。六是实施农
业品牌建设工程。全力做好农业农村
品牌创造、品牌输出和品牌营销三篇
文章，建设农业品牌的设计之都、以品
牌运作资源的农产品集散之城。七是
实施乡村人才培育集聚工程。大力培
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支持创新创业
团队和社会投资企业落户新型社区，
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深度合作。
八是实施农民增收促进工程。着力增
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

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九是实施农村
文化现代化建设工程。深化乡村公民道
德建设，推进乡村文明创建，扩大公共文
化有效供给，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提
升农民职业荣誉感。十是实施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工程。大力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加快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社区
治理科学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

要扎实推进“五项重点改革”。一
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延
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重点优化农
业产业体系，以扩大绿色、有机、无公
害农产品供给为重点优化农业生产体
系，以发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引领作
用为重点优化农业经营体系，以提高
资源匹配度为重点重塑农业经济地
理。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
体资产股权化改革，完善农村集体产
权交易服务机制。三是深化农村金融
服务综合改革。加快完善农村金融组
织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和信用体
系。四是深化公共产品服务生产供给
机制改革。加大向农商文旅融合的新
产业新业态等领域投入；联合社会资
本、整合涉农领域资金组成联合投资
体，共同推动片区开发、资源整合，为
农民转变职业身份、开辟新的增收门
路创造条件。五是深化农村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逐步构建“两级政府、三级
管理”城乡管理组织架构和以现代农
业主体功能区为基本单元的管理新体
制，强化以区（市）县和主体功能区为
主体组织经济工作。 下转02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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