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做了大

会开场的主旨发言，并对公司的战
略做了阐释：“ 智能社会的征程早
已开始，多年来的探索过程和技术
创新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力，孕育了巨大的商机。华为坚持
做多联接、撑大管道、使能行业数
字化的战略，聚焦ICT基础设施和
智能终端，做智能社会的使能者和
推动者。另外，我们认为云服务已
经成为基本的商业模式。2017年
开始，华为以公有云为契机，强力
投资打造开放、可信的公有云平
台 ，并 构 建“Huawei Cloud
Family”。与运营商合作的公有
云，以及华为的公有云，都是这个
Family的一员。”

华 为 常 务 董 事 、战 略
Marketing总裁徐文伟说：“当前，
各行各业都在积极拥抱数字化转
型趋势。据最新的GCI 2017（全
球联接指数2017）研究发现，全球
数字化进程持续加速，国家及区域
在云计算领域的加大投资和普及
应用，将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跨越式
发展的可能。”同时，徐文伟表示：
ICT基础设施已然成为国家经济增
长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而云又是释放联接力量的关键引
擎。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及各个行

业应该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加大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领
域的发展和投资，从而获得技术发
展的红利。

华为常务董事、产品与解决方
案总裁丁耘在发言中指出：“去年
分析师大会华为提出要做‘全面云
化’的倡导者、推动者和领导者，我
们将继续推动落地并使能商业变
现。 另外，面对万亿美金的视频市
场，华为致力于成为运营商及行业
客户视频商业成功的使能者。全
面云化与视频战略的落地都需要
良性的生态支撑，华为愿敞开胸
怀，与伙伴一起，推动新的ICT产业
生态建设。”

华为秉承“开放、合作、共赢”
的原则，以客户为中心，与伙伴共
赢，持续加大在产业联盟、商业联
盟、开源社区、开发者平台等领域
的建设和投资，充分发挥合作伙伴
的优势，做大产业蛋糕，构建可持
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华为首届分析师大会于2004
年举办，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4届。
本届分析师大会自11日至13日举
行，期间还举办了多个分会场，来
自国内外的诸多业内专家与会并
分享观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崔江

塑造云时代，
共启数字化之路

4月11日，华为在深
圳举办“塑造云时代，共启
数字化之路”为主题的第
十四届全球分析师大会。
华为与来自全球的500多
名行业分析师、通讯、互联
网、金融等行业意见领袖
及媒体一起，共同探讨云
时代趋势下，国家、行业及
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之道。
华为分享了共建更美好的
全联接世界进程中的公司
战略、市场进展及创新成
果，同时大会也涵盖了云
服务、视频、物联网、人工
智能、数字化转型等领域，
以及华为公司最新的趋势
判断、商业实践、解决方案
及技术创新等。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做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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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4月份，就想起小时候
学校组织的春游，好怀念，好想趁
周末约朋友出去耍一下！”最近，
在封面新闻粉丝群中，封蜜（粉丝
的昵称）们讨论着各自的春天出
游计划。

春天，万物复苏、满眼绿色，
相信许多人都有出门游玩的计
划。粉丝们想出去high，封面新
闻就为你提供出行大优惠！4月
21日，也就是封面新闻的王牌活
动“封面日”，封面新闻联合滴滴
租车，提供一万个出行大礼包，为
你的春游出行买单！

封面新闻用户粉丝
无门槛领取大礼包

这10000个大礼包，每个价
值 300 元，福利力度之大，足以
Hold住粉丝的出行费用。同时，
使用范围覆盖了北京、上海、成
都、武汉、深圳、青岛等城市。

“只需要打开封面新闻客户
端，点击封面新闻 APP 的开机
屏、封面日报、封蜜频道文章，或
者浏览封面新闻官方微博、微信
公众号，都可以领取每月的福
利。“只要是封面新闻的用户、粉
丝，就可以无门槛领取。”封面新
闻相关负责人介绍，每月21号都
是“封面日”，这已经成为封面新
闻用户、粉丝们习惯性领取福利
的节日。

封面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
“‘封面日’选在21号，源于‘不管
三七二十一’这句俗语，含有一种
年轻人勇于去闯、去拼的精神。
封面新闻选择这一天，以送福利
的方式，给每一个用户送上最实
在的福利，是希望用户能与封面
新闻搭建起更紧密的联系与互
动。”

符合年轻人生活方式

“封面日”大礼多多
从去年7月开始，封面新闻就

开启了“封面日”，网约车出行优
惠券、保洁优惠券、鲜花上门优惠
券、电商代金券……未来，“封面
日”还有什么花样可以给用户新
鲜呢？

封面新闻相关负责人透露，
未来，“封面日”将有更多更有趣
的玩法，有面向吃货的大额度知
名食品品牌的代金券，面向上班
族的免费便利店早餐，面向租客
的青年公寓租赁大优惠，面向音
乐爱好者的免费会员资格，更有
面向海量商家店铺的折扣优惠
……范围之广泛，形式之多样，会
不停给封面新闻的用户和粉丝带
来惊喜和优惠。

“封面日”是传达亿万年轻人
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福利也多
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符合年轻人生
活方式的优惠。“‘封面日’以及封
面新闻的各种活动，不仅仅是单
纯地发放一份优惠或福利，更希
望让用户、粉丝了解这个时代的
生活方式，去适应，去创造。”封面
新闻相关负责人表示，“亿万年轻
人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封面新
闻的口号，更是其倡导的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彬焕 张伊

“封”和日丽出去野
4月“封面日”，万个出行大礼包强势来袭

近日，成都持续升温，不少市
民想起了闲置了一年的空调。而
96111空调清洗队也开始忙碌，很
多市民都称赞96111的服务不仅
专业，而且服务非常到位。

近日，成都青羊区的郝先生打
进96111 热线，说现在刚换季，
想请 96111 的专业师傅来清洗
一下自家空调，同时也给室内消
消毒。

96111空调清洗队上门为郝
先生进行了清洗服务，还给他讲解
空调的保养方法。清洗队的张师
傅称，仅仅清洗过滤网是不够的。

“清洗空调的关键就是清洁内机蒸
发器。”张师傅介绍，空调在运作过
程中，内机蒸发器会结露，从而吸
附灰尘。由于蒸发器不可拆卸，更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

此外，各大型商场、办公楼、工
厂、学校、宾馆酒楼、饭店、医院等
集团单位的空调，均可预约专业的
空调清洗，各类冰箱、洗衣机、电视
等 家 电 维 修 ，都 可 拨 打
028-96111咨询预约。老用户凭
2017年以前的维修服务单到信立
电器领取120元的现金劵，抵扣上
门服务费。

换季空调保养96111可预约

近日，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
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决定建立符合我国特点
的新型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维
护和实现国家矿产资源权益，营
造公平的矿业市场竞争环境。

《方案》提出以下改革措施：
一是将现行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
整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出让矿业
权、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中央与地方分享比
例确定为4∶6。二是将探矿权采
矿权使用费整合为根据矿产品价
格变动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实行
动态调整的矿业权占用费，中央
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2∶8。三
是在矿产开采环节，做好资源税
改革组织实施工作。四是将现行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调整为
管理规范、责权统一、使用便利的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方案》提出了相关改革配套
政策：一是将矿业权出让收益、矿

业权占用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
理，由各级财政统筹用于地质调
查和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支
出；二是取消国有地勘单位探矿
权采矿权价款转增国家资本金政
策，已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探矿权
采矿权价款可不再补缴，由国家
出资的企业履行国有资本保值增
值责任，并接受履行国有资产出
资人职责的机构监管；三是建立
健全矿业权人信用约束机制。

《方案》强调，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工作的
组织领导，有关部门要建立矿产
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部际协调机
制，强化统筹协调，明确职责分
工，制定矿产资源权益金征收使
用的具体管理办法，妥善做好新
旧政策的过渡衔接。各省级政府
要切实承担起组织推进本地区矿
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的主体责
任，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
岸）4月20日，成都市国土局相关
负责人做客《成都面对面·政风行
风热线》透露，成都市不动产登
记信息管理平台初步建设完成，
数据上报与接入系统已基本具
备上线使用条件，并计划近期完
成网络联调、接入运行后，于 6
月接入省级信息管理平台，年底
实现全国联网。同时，为方便市
民进行不动产登记，将在城东、
城北新建办证点，增设服务窗
口。

日前，国土资源部发出要求，
今年年底全国所有市县的不动产
统一登记要接入国家级信息平
台。成都市国土局地籍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成都方面正稳妥
有序推进平台接入工作，确保提
前完成国土资源部2017年底接
入国家级信息平台的任务要求。

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平台的
搭建，有利于国土、审计等部门之

间的信息共享，为国家决策部署
提供治理依据。同时，方便群众
依法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最大
限度保证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和市
场交易的安全性。但查询权限却
仅限于权利人本人或利害关系
人。

“目前从法律层面来说没有
严格的界定什么叫利害关系人，
但是从我们实际操作来说，一般
就是利益纠纷、经济纠纷，还有一
些相关买卖双方等等的一些人
员，根据相关文书来界定利害关
系人的身份，而且是有限的查
询。”该相关负责人说。

另据了解，目前成都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主要集中在武侯片
区，场地有限，在高峰期时很拥
挤，市民停车出行都不方便。对
此，国土部门计划新增城东、城北
办证点，优化完善不动产登记流
程。未来还要增设办证点，方便
群众办事。

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成都以生动多样的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

大道理化为“好故事”
大主题变成“小场景”

国务院印发
《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

成都不动产统一登记
6月接入省级信息管理平台

融入生活场景
形式多样深入人心

盖碗茶、折子戏，位于成都市中
心的悦来茶园每天茶客云集。83岁
的廖登凤是这里的老茶客，自1954
年茶馆开张以后，她有空就来喝茶
听戏，一晃50多年。“现在演的，跟老
百姓的生活联系得很紧密，弘扬的
都是社会正能量。”廖登凤说。

廖登凤所感受到的，是成都市
锦江区2015年12月以来，从细节入
手，积极探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茶馆文化的尝试。

成都人习惯“坐茶馆”，全市大
大小小茶馆有上万家，仅锦江区就
有800余家，每天茶客约3.3万人。
该区选择7家特点鲜明的茶馆作为
试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
文化和四川茶馆文化相结合，以生
动多样的形式吸引和影响群众。

锦江区的7家试点茶馆各有特
色。悦来茶园重新编排《铡侄》《三
娘教子》等优秀传统剧目，将传统茶
馆演出剧目中“惩恶扬善”“忠孝节
义”的精神升华提炼，以体现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平等、公正、诚
信等内涵。锦江区88号创客茶馆吸
引的是创业人群；“中国好人”刘瑞
元创办的刘家花园则是学雷锋志愿
者服务基地。

与锦江区同步探索的，还有成
都市郫都区、龙泉驿区。江西会馆
是龙泉驿区洛带古镇的一家百年会
馆，结合乡贤文化，会馆开设“家风
茶园”“乡贤茶馆”“乡愁茶舍”等，致
力化解邻里家庭中的小矛盾，创新
微治理模式。

毗邻洛带古镇的洛水湿地好人
公园在15个点位建设好人事迹宣传
展示栏，每季度遴选30位龙泉好人
上栏，弘扬感人故事、高尚情操，并
结合当地的“艺库道德讲堂”和志愿
服务站，定期组织活动，激励带动更

多市民学习身边的榜样。

文化场馆担纲
感染市民善知善行

4月8日，成都国学讲师、“长衫
先生”李里在成都市图书馆“道德讲
堂”开讲《中国哲学史大要——东周
子学》，听者满座。站上过这个讲堂
的，还有著名作家流沙河、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等大伽。

“道德讲堂”已成为成都百姓身
边的学校，全市共设基层讲堂3500
个，已开讲2.7万次，听众超过300万
人次。

结合“道德讲堂”建设，成都打
造“百姓故事会”品牌活动，共在
3300多个村（社区）举办故事会15
万余场，累计近3000万人次参与，
挖掘推出多名成都榜样人物入选

“中国好人榜”“四川好人榜”。今
年，还将升级打造成都“百姓故事云
资料库”，为后人留下前承古蜀、后
接当代的“成都百姓史”。

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武侯区
文化馆落成近两年，策划开展了“梦
想大舞台”“多彩武侯人”等群众文
化活动选拔赛，吸引千余名群众登
上舞台，实现文艺梦，并组织百余场
巡演，5万余名群众观看演出。

“草堂一课”是杜甫草堂博物馆
的品牌项目，开设针对青少年的30
多门博物馆特色课程，帮助青少年亲
近传统文化。其中，“我是草堂小小
讲解员”“诗歌训练营”两大青少年文
化活动项目招募300余名未成年人，
开展义务讲解活动万余次，服务观众
数十万人次。寒暑假“诗歌训练营”
吸引全国各地数百名未成年人参与，
开展活动上百次。同时，该项目通过
文化交流活动，将影响力辐射至新加
坡、泰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汇聚文艺团体，成都还推出“中
国梦·聚成都-话剧进万家”演出活

动，创作表演川剧《尘埃落定》、京剧
《落梅吟》、话剧《活在阳光下》等文
艺节目，广受群众好评。

“成都是善学之都。”叶小文感
慨。

传统对接现代
传承方式喜闻乐见

“看见你乱扔，我心都碎了。”去
年底《成都市民文明公约》视频版在
某视频网站推出，立即刷屏朋友
圈。“把文明劝导做得这么入脑入
心，让人看了感动。”网友“蓉城一
叶”为这条点击量“100000+”的作
品点赞。

轻松话文明，通俗说传统，是成
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大
亮点。

依托“百家堂姓氏文化博物
馆”，龙泉驿区开展“十大新乡贤”和

“十佳好家训”评选活动，建立起龙
泉驿区“家风文化”数据库。组织专
业作家团队深入基层采编，编纂《吾
乡家风》口袋书。

“孝善金堂”是金堂县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上的定位，该县形
成对孝善文化的体系规划，打造“三
园”（雷锋园、好人园、名人园）“一湖”
（孝心湖）“三林”（诚信林、法治林、友
善林）为核心景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公园，以及4个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示范乡镇。去年底，“金堂
县首届孝善文化节”成功举办。

崇州市打造“半亩塘”文化院
坝，在千亩荷塘中融入廉政文化，被
确定为成都市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借助“骆学林讲堂”“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两张名片，组建廉政文化说唱
团、心之旅艺术团、老年太极健身队
等基层群众文化队伍，以喜闻乐见
的文艺形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史晓露 四川日报记者 张红霞

4 月 11 日，成都市三医
院医生梁益建站在“健康大
讲堂”讲台上，讲述在极重度
脊柱畸形医学领域闯关8年
中，与患者携手前行的动人
故事，现场观众听得泪花闪
动。

同一天，他的影像还出
现在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青年学生培训会上。会场播
放了两个月前他在央视《感
动中国》颁奖台上对于自己
的人生解读，带给青年学生
们“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

梁益建是 715 位“成都
好人”、201 位“成都市道德
模范”中的一名。他们的正
能量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力量。

将“大社会”转化为“小
舞台”，“大道理”转化为“好
故事”，“大主题”转化为“小
场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时时可学、处处可学、人人可
学——这是近年来成都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
生活现场的路径与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