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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擎起中国荣耀
体彩助力冰雪中国梦

2月9日，万众瞩目的第23届冬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韩国江
原道平昌奥林匹克体育场开幕。运
动员入场环节，作为下届冬奥会的东
道主，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了现场
35000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走在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前方的
是旗手周洋。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高志丹
说，之所以选择周洋出任旗手，一方面
因为她为中国冰雪事业做出的巨大贡
献；另一方面，也因为周洋在这个奥运
周期克服了年龄增大、伤病增多的困
扰，坚持走到了平昌，展示了中国运动
员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体
现了运动员为国奉献的思想境界。

旗手两次摘金冬奥会
成吉林体彩首位形象大使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2014年索

契冬奥会，周洋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
米项目上两次摘金，不但成为了继王
濛之后第二位在冬奥会同一项目成功
卫冕的中国运动员，也打破了韩国短
道速滑队对该项目长久以来的垄断。

平昌奥运周期，她以“中国短道
速滑女队领军人物”的身份征战在平
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在2月10日结
束的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赛
中，周洋领衔的组合更是不负众望，
以出色的成绩打破了冬奥会纪录。

除了赛场上的运动员，周洋的另

一个身份是“体彩人”。
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开始，

位于吉林长春的第01064号体彩店
曾是全长春乃至全吉林的“冬奥中
心”，经营这家体彩店的，正是周洋的
父母。

因为身有残疾，周洋的父母做过
很多工作，直到2007年，在吉林省、长
春市两级体彩中心的支持下，经营起
了自己的体彩投注站。二老苦心经营
体彩投注站，周家生活逐渐稳定了下
来，让周洋更加安心地训练、比赛。

2010年，周洋成为吉林省体育
彩票的首位形象大使时，周洋的父亲
周继文曾动情地说：“是体育彩票帮
助全家人渡过难关，也正是体育彩票
让周洋与冠军结缘。”

参与奥运争光计划
体彩公益金作出重要贡献
冬奥会项目在我国起步较晚，软

硬件基础都比较薄弱，体彩公益金在
提高我国冰雪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的
竞争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1995 年颁布的“奥运争光计
划”，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公
益金的40%用于该计划的实施，这些
资金被广泛应用于运动员训练比赛、
出国集训和生活条件改善以及体育
场馆建设、青少年球员培养等方面。

竞技体育之外，借2022年冬奥
会的东风，体彩公益金也在全民健

身、三亿人上冰雪等方面深耕、助力。
据北京市体彩中心公布的2016

年体彩公益金使用情况显示，当年共
筹集体彩公益金8.04亿元，其中用于
体育部门的体彩公益金为5.8亿元，
其中4.35亿元用于群众体育，占总数
的75%，这中间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室
外人工冰场的建设与运营、北京2022
年冬奥会相关群众冰雪活动项目。根
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加快冰雪
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2022年）》，
2022年之前，将新建市内滑冰场16
座，50片室外滑冰场，30片嬉雪场地，
引导800万市民参与冰雪运动。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各地也在频
繁上演。想要把2022年冬奥会办成
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除
了要寄望于我国冰雪健儿在赛场上
争金夺银外，还需要软硬件的配合以
及冰雪氛围、冰雪精神、冰雪文化的
营造。只有当更多人认识冰雪运动、
喜爱冰雪运动、参与冰雪运动，我国
才能迈出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
国”道路上的关键一步，才能补齐冰
雪项目的短板，才能应对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期待也坚信，作为我国体育
事业的重要支撑，体育彩票一定能为
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我国冰
雪事业的发展，为冰雪梦、体育梦、中
国梦，贡献更大的力量。 林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
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2月8日，
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大会召
开，大会确立了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
心的总体思路和战略目标：到 2022
年，建成区域性资本市场中心，力争
境内外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总
数超过800家；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财富管理基地；建成西部创投融资
中心；建成西部重要的金融结算中
心；建成中国新型金融先行区。

十大重点工程发力，六大金融产
业支撑，成都的步伐稳健扎实。在金
融界人士眼中，成都的突出优势体现
在哪里？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专访
戴德梁行成都公司策略发展顾问部
董事魏晓龙，他解读了成都独特的金
融吸引力。

四方面突出优势
为金融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成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十分悠
久，城市历史的血脉中一直流淌着金
融基因，这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
币、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全国第一个
股票场外交易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西
部的金融中心。特别是近年来，成都
金融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十大金融
指标全面领先，连续多年稳居中西部
第一名，已经崛起为我国西部地区新
的金融高地。”戴德梁行成都公司策
略发展顾问部董事魏晓龙认为，成都
的优势之一在于有广阔的市场空
间。成都作为西部当之无愧的门户
城市，辐射约8000万人口，拥有世界
500强企业281家，多项经济指标和
对外开放指标均名列中西部第一，大
量资金流、人流、物流在这里聚集，为
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稳定的人才供应，也成为金融总
部、企业看重的要素。成都拥有56
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超过70万，人才
吸引力和人才可获得性均位居西部
第一。特别是坐拥“中国金融人才
库”的西南财经大学，该校多数毕业
生选择留在成都发展，为成都输送大
量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

同时，成都具有综合成本较低的
优势，企业经营成本和人力成本两项
主要成本均明显低于北京、上海、深
圳等一线城市，甚至杭州、武汉、青岛
等二线城市，很多跨国的金融机构，
已经逐步把金融的后台支持部门、大
数据应用等相关部门转移到了成都，

从而加速了金融要素的集聚。
此外，持续的政策红利也不容忽

视。魏晓龙表示，四川自贸区的获
批，将使成都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外
汇管理改革以及创新融资方式等方
面获得机遇。同时，成都市新经济大
会提出依托自贸区积极发展国际化
金融业态，提升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为成都市金融行业发展找准了
应用场景。

成都崛起正当时
需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魏晓龙关注到一组数据，在第八

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DI·CFCI)，
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西
部第一，这个排名反映了在上海、北
京和深圳三个全国性金融中心保持
领先的同时，成都距离打造中国金融
第四极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近。

“北京是央行和三大金融监管部
门的所在地，‘中字头’大型金融企业
机构总部密集，占据得天独厚的优
势。上海以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为定
位，囊括了全中国所有的金融市场要
素，汇聚了世界上主要金融市场种
类。深圳金融创新一直走在中国前
列，借助科技推动金融创新，在金融
市场规模上仅次于上海继续保持全
国第二的位置。成都对标三个城市，
需要从资源集聚、要素配置、创新引
领三个方面重点发力。”魏晓龙解读。

他认为，对标北京，就是要促进金
融机构落户集聚。加快吸引国内外各
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成都设立分

支机构，重点吸引传统金融机构总部、
区域总部、功能总部落户成都。

对标上海，就是要打造全国性的
要素市场。探索设立股权众筹交易
所、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碳汇交易中
心等一批要素交易市场，打造若干全
国性的金融要素交易市场和资源配
置中心。

对标深圳，则是强化服务创新创
业能力。设立科技证券、科技保险、
科技小贷等一批科技金融法人机构
或专营机构，促进科技型企业发展，
拓展创新创业企业和科技型企业融
资渠道。

培育独角兽企业
要素供给和交易是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独角兽企业已经

成为新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而在
各大机构发布的独角兽榜单中，成都
本地企业至今缺席，这对于成都发展
新经济来说是一种硬伤。可喜的是，
在新金融领域，成都已经涌现出几家
潜在独角兽企业，希望政府予以大力
支持。魏晓龙认为，培育新金融领域
的独角兽，加强要素有效供给和交易
是关键，戴德梁行也一直深度参与配
合这一环节。在金融城成都交易所
大厦项目中，戴德梁行提供了专业策
划咨询及要素市场引进服务，凭借自
身在城市规划、产业升级、城市品牌
推广、招商引资等方面专业优势和资
源积累，为成都加快西部金融中心建
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聚焦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成都有四个突出的金融吸引力
专家：城市历史的血脉中一直流淌着金融基因

戴德梁行成都公司策略发展顾问部董事魏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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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街头，还有一些人，
虽然同样步履匆忙，但是脸上却
多了一份掩藏不住的喜悦。因
为无论这一年身在何处，经历了
怎样的辛苦，此时，他们已经回
到了日思夜想的家——四川。

对于在上海工作了2年的
小冯来说，毕业以后，每一年可

以与父母相处的时光，已经缩
短到了春节短短2周的假期。

“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准备在
家里好好陪陪爸妈，还有就是
和同学聚一下。”而他最关心的
还是父母的身体健康，“我给家
里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这也
算是给爸妈的春节礼物吧”。

人物：小冯 行程：上海—成都 距离：2000公里

新年礼物：空气净化器

♦收获的行囊♦

见到成都体育学院大
四学生朱继旭时，他正一
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
女朋友，准备坐动车回老
家乐山。他的行囊里，装
着满满的收获。

作为一名大四学生的
他，今年刚刚拿到了奖学
金，这是对于他过去四年
学业最大的肯定。朱继旭
拿这笔奖学金买了一个车
载音响，准备送给父亲，作
为新年礼物。“之前就听爸

爸说，他车上的音响坏了，
就想买一个新的带回去，
让他开车时能听听歌。”

今年春节假期正好遇
上情人节，小朱也给父母准
备了另外一个惊喜。“我今
年准备带女朋友一起回家
过年，见见我的父母。”小朱
和女朋友是多年的同学，今
年是他们第一次以男女朋
友的身份，一起回乐山。说
到这里，小朱的女朋友依偎
在他身旁，害羞地笑着。

人物：朱继旭 行程：成都—乐山 距离：130公里

新年礼物：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新年礼物：夫妻肺片棒棒鸡

人物：罗竻 行程：成都—深圳 距离：1700公里

过去的2017年，对于
深圳小伙罗竻来说，有着
特别的意义。

“5月的时候，我和两
个朋友一起，在成都开了
一家书店。”罗竻说，书店
坐落于成都义学巷，一条
不算宽敞的小巷，将春熙
路上的繁华与镗钯街的文
艺联系在了一起。三人在
开店之初，就坚持让书店

24小时不打烊，为阅读者
提供一个像家一样随时可
以回去的地方。

开业不到一年，小店
的生意红红火火，很多人慕
名而来。在书店里的见闻
与经历，也成为了罗竻过去
一年最大的收获。随着春
节的临近，他也正在为回深
圳过年而做准备。“我今年
要先回深圳和家人团聚，然
后大家再一起去马来西亚
玩。”罗竻说，家人都非常喜
欢成都的美食，“我准备给
他们带一些夫妻肺片、棒棒
鸡，这边拌的那种麻辣的口
味，和深圳的不一样”。

♦回家的行囊回家的行囊♦

在一家咖啡馆里，正在看
书的大学老师王丹说：“有年
春节给父母买了条围巾，结果
他们说不需要，”说罢自己也
笑了起来，“今年干脆直接给
他们包两个红包，就在成都好
好陪他们。”

王丹告诉记者，两年前结
束了在澳大利亚的学业，也曾
徘徊不定，到底是回国发展，

还是留在国外，“最后还是选
择了回国，因为想陪着父母。”
从事英语教学的她，平时工作
繁忙，虽然家在成都，但是很
少回去。交谈中，王丹对于春
节如何陪伴父母这个话题，也
有自己的看法，“现在科技发
达，人人都喜欢玩手机，忽略
了身边的人，希望这个春节，
能放下屏幕，用心感知亲情。”

人物：王丹 行程：墨尔本—成都 距离：跨越南北半球

新年礼物：红包+陪伴

如果说，春运是人类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那么
像小汤这样的海外游子，则经
历了最为遥远的迁徙之路。

小汤目前在温哥华读研
究生，一年之中，只有过年才
能回来，“这学期刚考完试就
回来了。”在收拾回家的行囊
时，他想到了这一年自己吃过

的美食、喝过的美酒、看过的
美景，他想将自己在国外的经
历与见闻都带回成都，分享给
父母，让他们能够对自己在国
外的生活，多一些感受。

最后，他选择把冰酒装进
行囊，作为礼物送给家人，“因
为冰酒是那边最有特色的，想
带回来跟家人一起分享。”

人物：小汤 行程：温哥华—成都 距离：11000公里

新年礼物：温哥华冰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见习记者何方迪 摄影报道

特产、红包、心意……

回家的行囊你会装些什么？

春节近了，灯笼挂起来，春联贴起来，你是否开始准备回家的行囊？回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被这两个字塞得满满，我们跨越几
百、几千公里的距离，像候鸟一样，一年一次，往家的方向飞去。

“蓉漂”们揣着四川的美食和温暖，短暂地离开；四川的游子们成群结队归来，扇动翅膀，倦鸟归巢。行囊里塞着香肠腊肉，塞
着新衣新裤，塞着过去一年的经历和回忆，以及对家人的思念盼望，我们坐上大巴、坐上火车、坐上飞机，急切地踏上回家路。

这个春节，你最想给家人带回什么样的礼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上街头，和路人一起“打开”行囊。

看表演赏景点
年味观光巴士

真的巴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今年春节，在成
都的小伙伴有新玩法了：
坐着年味观光巴士，看着
民俗表演，去成都街头走
一走，9块 9串起市区景
点。

初一到初六，成都将
推出特色“年味观光巴
士”，2月11日，记者为你
提前打探。

年味观光巴士是成
都新推出的观光巴士“新
春特别版”，仅在初一到
初六开行，一路上可以观
赏武侯祠、宽窄巷子、金
沙遗址以及杜甫草堂4个
景点。

2月11日，记者提前
感受了年味观光巴士上
的年味儿。大红色的车
身，福娃熊猫、川剧熊猫
的装扮，年味观光巴士亮
相武侯祠，便引来围观。
走进车内，更是充满成都
年韵味，福字、春联、窗
花，每个座椅都贴上了熊
猫贴纸。

车上，司机、讲解员
都穿上了唐装，还有财神
爷送上春节福袋。当然，
年味儿还不只这些。行
车途中，身着红装的演员
们将变身行走的CD，用
歌声送上祝福；神奇的魔
术表演，更是让旅途趣味
非凡。

心动的小伙伴们，请
拿出小本本记好了，年味
观光巴士上车地点在武
侯祠景区斜对面服务点，
每天仅两趟，时间分别为
14:30 和 17:30，只用 9
块9，就能上车啦。

朱继旭和女友。

罗竻 王丹

小汤小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