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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至3日，四川累计接
待游客数量排名前3的5A景区是阆
中古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汶
川特别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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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7~25℃ 偏北风3~5级

第25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
卫国戍边英雄群体、成都
“雨衣妹妹”刘仙等荣获奖章

为集中展示新时代青年听党指挥、矢志
来自各行各业，出生于不同年代。作为当代青
奋斗的精神风貌，激励广大青年心怀“国之大
年的杰出代表，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
者”，奋勇建功立业，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百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奏响新时代的青
年华诞，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决定，授
春之歌。
予王殳凹等30名同志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
其中，来自四川的2人1集体荣获第25届
奖章”，授予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成都盒悦餐饮管理有
“克冠行动”工作团队等14个青年集体第25届
限公司总经理、成都雨衣公益服务中心负责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确认新时代卫国
人刘仙（女），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宣传部网络
戍边英雄群体等6个青年集体获第25届“中国
文化与管理科副科长、四川省昭觉县三河村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刘烨瑶等4名同志获第
第一书记李凯，中国中铁二院川藏铁路项目
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34名奖章获得者， 青年突击队。
据新华社

成都雨衣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仙

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群体

青春向党
成都力量

让青春在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这是青春的节日，这是奋进的时代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殊
年份，我们迎来五四青年节。回望中，青
春的光芒穿越时空，映照民族复兴的漫
漫征途。青春之我自强不息，百年大党风
华正茂，巍巍中华青春永驻！
“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
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日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寄
语广大青年。殷殷期许振奋人心，更引发
思考：青春何以才能绚丽？人生如何才有
意义？百年沧桑，一代又一代青年在为民
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矢志奋斗
中，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那是平均年
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酝酿的“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和优秀
青年的奋斗牺牲：是青年邓稼先放弃国
外优越条件，回国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的
报国之志；是排雷战士杜富国在生死关
头的挺身而出；是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时
大批“90后”
“00后”医务人员的逆行出征
…… 当 代 中 国 青 年 是 与 新 时 代 同 向 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可谓“生逢盛世，肩
负重任”。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
民奋斗、奉献的坚定理想，青春年华必将
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
成败。民族危亡之际，
“ 匡扶有吾在”的青
春誓言振聋发聩；改革开放之初，
“ 振兴
中华”的青春呐喊催人奋进。只有把自己
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
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
更好实现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境界。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没有广
大人民特别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
苦卓绝的接续奋斗，就没有如今幸福美
好的一切。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
好传统一点也不能丢。新征程上，面对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尤其需要广大
青年奋发有为，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
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担当的青春最精彩，奋斗的年华最
美丽。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
者、奉献者，这个伟大的时代，属于英姿
勃发的中国青年，属于不懈奋斗的青春
中国！
据新华社

今 天 是“ 五 四 ”青 年
节。青春，
意味着充沛的精
力和无限可能。对一座城
市而言，青年是希望，
是力量，是城市拔节
生长的动力。
今天，我们将聚
焦一组成都青
年先进典型，
讲述青年力
量与担当。

四川省昭觉县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右）

“雨衣妹妹
雨衣妹妹”
”
刘仙

武汉播撒志愿火种 现在投身乡村振兴
“雨衣妹妹”已经成为成都盒悦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仙身上
的标签，因在疫情暴发初期“逆行”武
汉，身披雨衣为医护人员送饭而广为
人知，从此“公益”的种子便在心中生
根发芽。
为进一步延续“雨衣妹妹”精神，
刘仙成立志愿服务组织“雨衣公益”，
带领全国各地志愿者开展公益活动；
建立“川鄂友谊工厂”，为湖北籍就业
困难群体提供近200个就业岗位……
“
‘雨衣妹妹’
从一个人的昵称，
发展成
为青年志愿者的公益符号，完成从一

个人到一群人的转变，代表着一种向
“标准化、物流运输、人才缺失等
上向善的精神。
”刘仙说。
问题制约农产品的销售，我们正在建
如今，
刘仙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立前置‘乡村振兴仓’，集中规范打造
先后成立“雨衣妹妹公益助农直播中 ‘一县一品’，解决农村农产品标准化
心”，组建“雨衣妹妹助农团”，用公益
难、人才引进难、供应链难等问题。”
在
直播带货的形式，
推销农产品，
助力乡
刘仙看来，
持续发挥公益力量，
才能播
村振兴。
种“乡村振兴”
新希望 。
截至目前，团队帮助多地销售农
“我会将直播电商经验，
毫无保留
产品4000余万元，直接或间接帮助农
地分享给四川省千余名农村青年致富
户5万余户。其中，四川凉山州黑珍珠
带头人，希望未来的农村，有更多‘新
苦荞茶销售利润收入，更是资助了当
动能’
加入。
”在刘仙心中，
“新动能”
就
地100多名困难学生。刘仙表示，这项
是年轻一代有能力、能执行的新农人、
资助将持续到学生大学毕业。
兴农人。
据新华社

“蓉漂
蓉漂”
”
尹康

8年深耕大数据服务 助力成都新经济

参与创办成都数联铭品科技
有限公司的尹康

自2017年发布“成都人才新政12
条”，成都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蓉
漂”
到来，
至今已累计吸引新落户青年
人才超过47.6万人，其中30岁以下人
才占比78.9%。
在众多
“蓉漂”
之中，
今年35岁的尹
康便是其中之一。
早在2013年7月，
他便
来到成都参与创办了成都数联铭品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联铭品），
全面
主持公司内部各项管理工作。8年创业
期间，这个在刚成立时仅有3万元注册
资本的公司，发展到目前45亿元的估
值。
在成都、
北京等8个国内外城市设有
公司和分支机构。
公司共计700人，
其中
全职博士52人。
自主开发形成的知识产
权成果总计超过700件，知识产权方面
的现金累计投入超过2亿元。

如今，数联铭品已成为国内知名
的大数据技术服务公司，
聚焦金融、政
府、公共安全三大领域，
提供以数字政
务、数字金融和数字对抗为基础的系
统化、标准化专业服务。
在尹康看来，
取得这样的成绩，
离
不开成都提供的良好创业沃土。
“成都
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有底蕴
却不乏创新。在这里创业的日子充满
了忙碌的工作，也兼顾着相对精致的
生活。”尹康告诉记者，成都无论从硬
环境到软环境，
都是国内顶级的，
各类
要素聚集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领先，
是
当之无愧的创业沃土。
“城市的魅力也
在于此，
在这里再大的梦想都能承载，
再小的机会也不会被错过。”
更让尹康感到惊喜的是，近年来

成都在新经济发展方面的突破。
“成都
开创性地设立了新经济委，并组织建
设了以新经济研究院为代表的一批产
业发展促进机构，产生了非常好的引
导效应。”尹康说，目前成都各类新经
济要素加快聚集，新经济场景不断开
拓，
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速。
特别从数
联铭品主持研究发布的“中国新经济
指数”
中的各类指标来看，
成都无论从
新经济总量还是增速来看，都在西部
地区遥遥领先，目前新经济总量大约
位于全国城市排名第六左右。
“相信随
着‘双循环’战略的加快落地，成都无
论从城市容量还是产业升级的趋势来
看，
未来的潜力都非常巨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图据受访者

成都地铁生产调度中心

44个青年让地铁日均故障数降低98.3%

成都地铁生产调度中心管理
人员安雷

乘坐地铁通勤，相信已成为大多
数成都市民出行的日常。成都正在实
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城市
通勤效率提升工程便提出，未来五年
成都地铁开通运营及在建里程达到
850公里以上。但你是否知道，在成都
地铁生产调度中心内有这样一群青年，
他们日夜坚守岗位，
为地铁每天正常运
行提供最为牢固的保障。
今年27岁的安雷，便是生产调度
中心的一名调度管理人员。来自甘肃
武威的他，有感于在洛阳上学时游玩
成都后对于城市的喜爱，毕业后便来
到成都工作。他来到成都的第一份工
作，便进入地铁，如今已从事调度管理
7年时间。
“ 成都运行的12条地铁线路
中，有9条都是由我们负责保障其正常
运行的。”安雷告诉记者，生产调度中
心负责着成都地铁线网通信、信号、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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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务等多个涉及地铁列车行车安
全核心专业的生产组织及应急指挥工
作。每当地铁线网出现故障后，工作人
员便会立即获取故障信息，并对故障
源进行分析，调配专业的维修人员前
往处理。
“我们在成都范围内设置27支
区域应急抢险队，不管故障发生在哪
里，我们都会让专业维修人员在15分
钟内到达。
”
“我们通过中心搭建在线监测平
台、应急故障处置辅助平台、综合运维
平台，实现对信号ATS、供电PSCADA、FAS、BAS等设备系统状态的实时
监控。”据安雷介绍，目前中心针对发
现的设备告警、预警情况，对现场进行
监测工单的下派与闭环，充分利用各
监测设备功能，全面提升设备隐患预
防能力。
实际上，不仅是全方位的隐患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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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系统，7年的工作时间也让安雷见证
了成都地铁“背后”的变化。
“前期，中
心技师带领着青年员工，开展了QC、
“五小”等20余项创新创效项目。”安雷
说，围绕联锁软件开发、道岔检修多功
能工器具设计、车载轨道巡检缺陷分
级等多项“卡喉”问题，中心员工攻克
了重点难题，将日均故障数由最高超
过30次每日降至约0.5次每日，最高降
幅达到98.3%，有效降低了故障率，提
升了乘客出行效率。
类似安雷的工作人员，在生产调
度中心还有很多，现有的60名员工中，
35岁以下青年有44人。就是这样一支
专业技术精湛、应急指挥能力过硬的
青年队伍，推动着成都市轨道交通线
网维保工作安全、平稳、有序开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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