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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聚焦

“土玩意儿”“朋友圈”“撇脱”，你
能想象，这些通俗又直白的话语，是出
自一本正经的成都政府工作报告中
么？

2月25日上午，成都市人民政府市
长罗强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向大会报告工作。
金句频出，朴素亲切的文风中，许下的
是对成都的郑重承诺。而今年重磅推
出的英文版政府工作报告，也立足让
世界读懂成都，希望成都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专访了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负
责人，解读背后的故事。

很洋气！
“烧脑”翻译18000字
今年推出英文版政府工作报告

45个页码，18000多字的英文版
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重磅推出。对
于国际“朋友圈”日益壮大和热闹的成
都，很有必要。“让世界读懂成都，让成
都故事在全球传播。”起草政府工作报
告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一个城市
的胸怀和抱负，成都正在用更加开放
的体系和视野，融入世界的节奏。

在这份报告中，成都市长罗强也
梳理出过去五年，成都对外开放合作
的新步伐。驻蓉领事机构增至16个，
国际友城和友好合作关系城市达到85
个，世界500强企业落户281家。国际
（地区）航线达到104条，航空“第四
城”地位更加巩固。蓉欧快铁连接境
外14个、境内12个城市，成为中欧班列
中开行线路和数量最多、运行最为稳
定的班列。成功承办《财富》全球论
坛、世界华商大会、G20财长和央行行
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进出口贸易保
持较高增长势头，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经贸往来呈加速态势。

那么这份英文版政府工作报告的
翻译过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呢？“英文版翻译时间用了三周多，是
一个很‘烧脑’的过程。”相关负责人介
绍，拿到初稿后的第一步，是“切块”。
由牵头人通读全文，对报告整体的篇
幅长度、结构、思路进行初步把握，将
文本拆分成块，分配任务给每一位译
者。

如何保持两种语言之间的平衡，
对报告翻译至关重要。政府工作报告
带有浓重的中国特色，如果完全按照
字面直译，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反
之，如果处理得太过于灵活，又会牺牲
原文的表现力、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
偏差。以十大民生实事中的“新增学
位10万个”为例，这里的“学位”是指学
校里可接纳学生的位置数量，如果理
解成毕业后获取学历那个“学位”，而
翻译成“degree”就要闹笑话了。在成
都的英文版报告中，用“education
opportunities”来表达了“学位”一
词。

接地气！
让老百姓过得更撇脱
诗意又直白的表达获称赞

“让音乐浸润城市，让文化滋养心
田。”“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
建设幸福蓉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
省心、更撇脱”，2月25日，这些充满诗
意又直白的报告“金句”发布后，直击
市民心田，获赞无数。“语句质朴得不
能再质朴，但背后的真心意，感受到
了。”成都市民田梦虎早上一直刷着大
会开幕直播，让他倍感振奋的语句接
连不断。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和修改历时4
个月，修改报告不是修改文字表面，而
是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支撑。几十项
的民生工程，每一个征集都来自基层，
解决的是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现
实问题。”起草报告相关负责人解读，
以“土玩意儿”为例，成都提出，加大川
剧、蜀锦、蜀绣、漆器、皮影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文殊坊、新都锦
门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发展，加强活态
传承、活化保护，让“土玩意儿”更具国
际范。这与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川
视察时，提出的期许不谋而合。同时，
对百姓关注的民生工程而言，成都以
问题为导向，着眼于成都当前的问题，
没有回避矛盾和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秦怡

成都市两会特别报道

让老百姓过得
更“撇脱”
政府工作报告“接地气”表达获称赞

成都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确立2018年九大重点工作

成都今年力争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

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新开工800个以上

一秒能下一部高清大片的5G
网络，特色精品街区，更加绚烂的
城市夜景……这些你们期待么？

在打造城市品质方面，成都也
有“大手笔”。统筹推进“东进、南
拓、西控、北改、中优”，系统推进城
市有机更新，高标准建设“三城三
都”。加快天府新区建设步伐，加
快鹿溪智谷、成都科学城、天府中
心等重点区域开发建设。

加快构建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体系，新开工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800个以上。加强海绵城市和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加大地下空间综合
开发利用。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
设，提前进行5G网络高标准建设规
划及试点，持续提升千兆城市网络
能力。

在城市公共空间塑造上，大力
整治背街小巷，打造特色精品街
区。高标准规划建设城市夜景体
系，全域开展最美街道、最差街道
评选。

开工建设国际足球中心
建成运营城市音乐厅

今年，成都众多精彩的文化项
目将有新进展。

报告指出，加快推进成都自然
博物馆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进
中国足球试点城市建设，开工建设
国际足球中心和综合体育馆。

推进熊猫星球、少城国际文创
硅谷、临邛文创产业区等重点项
目，文创产业增加值实现1000亿
元。

加快建设321梵木创艺区等音
乐产业园区和安仁、街子、白鹿、平
乐等音乐小镇，建成运营城市音乐
厅、露天音乐公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打造东华门、邛窑等5大遗址公园，
大力推进古蜀文化遗址、“蜀道”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举办第二届中国—中东
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等国家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办好国际女子乒乓
球世界杯、ATP250成都网球公开
赛等重大体育赛事，筹办2019世界
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
殷航 李媛莉 杜江茜 谢燃岸）阳光
和煦，春意盎然。2月25日上午10
时，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成都市市长
罗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从
九大方面详述了成都今年的重点
工作。

2018年，成都将在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经济新动能培育、
重点领域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城
市功能品质、生态环境、双向开放
水平、天府文化建设、民生社会事
业九大方面重点着力，力争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和
9%。

报告明晰，坚持把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推进
66个产业园区建设。力争旅游总
收入突破3600亿元。在新经济发
展上，力争新增新经济企业5000
家以上，培育独角兽企业两家。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重
点项目1000个、年度投资4000亿
元以上。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试
点建设共有产权住宅。

在完善城市功能品质上，统
筹推进“东进、南拓、西控、北改、
中优”，高标准建设“三城三都”。
加快天府新区建设步伐、大力推
进天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新城
建设。

交通进一步提升，加快天府
国际机场建设，完成双流国际机
场扩能改造，开展低空空域管理
改革试点，开通运营地铁1号线三
期、3号线二三期，开工建设地铁
10号线三期、13号线一期和18号
线三期。开工建设龙泉山旅游快
速路，加快推进天邛高速公路、成
温邛高速公路扩容改造等项目。

在生态环境改善上，鼓励低
碳出行，新增公交、公务用车使用
新能源车比例分别不低于30%、
50%，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和天府绿道，推进建筑墙体、
楼顶、阳台和道桥等城市立体绿
化工作。力争森林覆盖率达到
39.5%。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

加快对外通道和开放载体建
设。完善国际航线网络，新增3条
以上国际（地区）直飞航线。在天
府文化建设上，创办“天府戏剧
节”，开工建设国际足球中心和综
合体育馆，推进熊猫星球、少城国
际文创硅谷、临邛文创产业区等
重点项目。打造东华门、邛窑等5
大遗址公园，大力推进古蜀文化
遗址、“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报告提出，要突出发展民生
社会事业，解决好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继续做好精准扶贫
工作、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
教育和社会保障水平、深入推进
健康成都战略、不断创新社会治
理。

新增延时公交10条以上
新建环卫公厕200座

政府工作报告不仅回顾了过
去主要成就，制定了未来的工作
目标，同时也给了市民一个沉甸
甸的2018年民生“大礼包”。

出行、教育、医疗、就业……
十大领域，68件实事，每一条都备
受关注。

加班族错过了末班车咋办？
在公交线网上，2018年成都

将新增延时公交10条以上，加密
中环路至绕城高速区域公交线
网，新开线路10条以上。轨道交
通方面，将开通运营地铁1号线三
期、3号线二三期，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达 210公里。地铁10号线三
期、13号线一期和18号线三期也
将开工建设。

完成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
启动锦江绿道（一期）工程，建成
熊猫绿道102公里、锦城绿道（一
期）34公里。

在市容环境上，提升二环路
绿化面积20万平方米，实现立交
桥桥柱绿化覆盖4万平方米。打

造“花园式特色街区”26个。全市
新建环卫公厕200座、改造环卫公
厕109座。新改建农村无害化卫
生厕所2000座、旅游厕所30所。

建设中小学、幼儿园100所
新增学位10万个

备受关注的教育方面，今年
成都将建设中小学、幼儿园100
所，新增学位10万个。做好婴幼
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努
力解决“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
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及家长
负担。

医疗养老方面，城乡养老保
险参保覆盖率保持在90%以上；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7%。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建成社区养老院61个。

今年成都将实施棚户区（危
旧房）改造9486户。完成中心城
区老旧院落改造235个。基本建
成公租房4000套，竣工公租房
5000套。加快实施公建配套攻坚
行动，中心城区建成公共服务设
施160处。新（改）建标准化菜市
场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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