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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
岭 刘秋凤）9月21日，由第十七
届西博会组委会秘书处、成都市
青白江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西博会子活动之一——第二届

“蓉欧+”中欧班列（成都）国际
高峰论坛在青白江区隆重举
行。此次论坛配套的跨境电商
企业沙龙暨采购商对接洽谈
会、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会也同
期举办。

本次论坛以“丝路蓉欧 通
达全球”为主题。活动期间，来
自中欧班列沿线国家的官员、专
家、商会协会、企业及采购商代
表齐聚现场“论剑”，平行进口
车、食品、化妆品等20余个大类
近千款进口商品集中亮相，意大
利、德国等六个国家馆进行了专
场展示。

作为活动重要内容之一，本
届“蓉欧+”中欧班列（成都）国
际高峰论坛上，来自波兰罗兹场
站负责人、英国西南商会负责
人、法国西部列塔尼工商会驻中
国代表处总代表、美国国际商会
负责人，经贸物流专家、世界
500强和跨国公司企业代表，商
超及零售商等采购代表100余
位物流贸易界“大腕儿”集中亮
相，共话“蓉欧+”战略和中欧班
列（成都）带来的无限机遇。

目前，中欧班列（成都）已连
接境外 19个城市和境内 14个
城市，初步形成“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打
造 7条国际铁路通道和 5条国
际铁海联运通道。累计开行量
突破2000列大关。一趟趟国际
班列顺利开行，不仅推动着产能
转移、产业聚集，也让消费者感
受到了来自全球的优质产品和
生活方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
岸）9月21日，记者从成都市金
牛区获悉，在19日举行的成都智
慧城市发展投资推介会上，来自
全国各地80余家知名新经济企
业、金融机构的代表共聚一堂，
共寻合作契机，共创美好未来。
7个产业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落户
金牛，总投资额61亿元。斯里兰
卡驻中国招商办事处正式签约
入驻金牛，未来金牛将更紧密地
与南亚合作。

本次签约中，由杭州魔办科
技有限公司携手成都和家汇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15亿元的
魔办科技·西部运营中心项目，
将打造办公产业链综合服务体
系。由浙江天铁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12亿元的天铁实业西
部运营中心项目，将打造面向西
部轨道交通产业的减振高新技
术研发中心。由成都新希望众
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新
希望众创空间项目，以新希望高
品质的农牧和食品产业为支撑，
大力发展社区的生活性服务业，
引入优秀的文创资源，在九里堤
片区打造“新九里”独特街道文
化品牌，形成独有的创新创业特
色街区。

揽金61亿
成都金牛区

7个重大项目签约

中欧班列（成都）
突破2000列大关
为消费者带来全球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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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 优
优：泸州、马尔康、西昌、巴中、遂宁、
资阳、内江、广安、绵阳、德阳、广元、
康定、达州、南充、宜宾、雅安、眉山、
乐山、自贡、攀枝花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9月21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18110 期 全 国 销 售
15442048元。开奖号码：2939044，一
等奖0注；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54018
元；三等奖140注，单注奖金1800元。
35873027.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8257 期 全 国 销 售
14639842元。开奖号码：603。直选全
国中奖6718（四川389）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0209（四川
722） 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2331782.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257 期 全 国 销 售
11886720元。开奖号码：60355。一等
奖 43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08751331.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
2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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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为进
一步在全区范围内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成都市青羊区纪委监委在党风廉政宣传
中着力强化基层廉政文化宣传，不断拓
展手段、丰富载体，取得了一定成效。

青羊区纪委监委以社区为单位，在
全区范围内建立各具特色的廉政文化宣
传队，打通廉政文化宣传的最后一公
里。与此同时，青羊区不断丰富廉政文
化载体，不仅将廉政文化融入基层群众
喜闻乐见的音乐、书画、剪纸、快板等传
统形式中，还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新
兴传播方式，吸引更多群众关注。

截至目前，全区各街道已建立微信
公众号70余个，每日结合自身特色推送
警示案例、宣传廉政文化等各类信息
200余条。

除了线上宣传，青羊区还不断加强
实体廉政宣传阵地建设。近年来，青羊
区纪委监委先后在多个街道推动建设了
如大庆路廉政文化长廊、少城街道廉心
驿站等一大批廉政文化宣传阵地，展示
廉政箴言及廉政漫画，及时传递廉政信
息，宣传反腐倡廉政策法规，把廉政教育
渗透到千家万户。

此外，从2016年开始，青羊区纪委
监委就在全区开展“清风社区”创建活
动，每年创建2-3个“清风社区”，以此推
动全区廉政文化建设。截至目前，已建
成东坡街道清源社区为代表的7个“清
风社区”，通过“清风社区”示范点建设形
成廉政文化宣传“一唱百和”。

看西博会专题报道

扫二维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冰清曹菲何方迪
摄影刘陈平雷远东

“旅游业是开放型产业，必须走
在对外开放前列。”四川省旅投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丁认为，市场全
球化、竞争国际化、发展全域化已成
为旅游业发展新趋势。随着“一带
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加快，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理念为沿线国家和地区
旅游注入发展动力，区域化合作迎
来全新发展机遇。

任丁介绍，未来四川旅投集团
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沿线旅游开发建设，加强东
西部旅游市场的互动、交流与合作，
加快与国际旅游市场接轨步伐；同
时，将依托集团海外项目，大力宣传
四川旅游整体形象，拓展四川旅游
海外客源市场，推动四川旅游提质
增效。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任丁深入
分析了四川旅游目前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提出四川要加快构建形成全省
旅游“大规划引领、大企业带动、大资
本运作”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青羊区拓展思路
开展基层廉政文化建设

借助“一带一路”让四川美景
持续迸发蓬勃生机，探寻四川
旅游之于新时代、之于世界的

机遇。
9月21日，由四川国资委主办、四

川省旅投集团承办的“新时代四川旅
游的世界机遇”分论坛在成都举行，四
川省副省长杨洪波出席活动并致辞。

作为2018年第十七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企
业合作发展大会的分论坛之一，本次
论坛聚焦四川旅游“历史、红色、民族”
三大特色以及“文旅+”融合，邀请众多
海内外行业代表、专家学者，通过圆桌
对话、专题发言等方式，多维度探讨四
川旅游在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之路。

亮点 五洲连线直播

四川美景和海外美景
隔空同框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第五个年头。签证越来越方便、国
际航线越来越密集，顺着“一带一
路”，四川，这个中国西部重要省份，
距离世界更近了。

这样的变化，在论坛现场就能
感受到。本次论坛首次采用“论坛+
五大洲”连线直播方式进行。就在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们进行思维碰撞
的同时，封面新闻派出的5路记者，
正在全球各地，通过网络、通过视
频，把诗和远方带到我们眼前。

通过视频，四川美景和海外美
景隔空同框，论坛现场颇具四川特
色的糖饼作画，以四川旅投logo为
图案的糖画，不仅惊艳现场外国嘉
宾，也穿越时空和世界“say hi”。

亮点 两轮圆桌论坛

专家学者
为四川旅游“号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

济带建设、新一轮大开发的深入推
进，国际化和区域化合作走向深入，
立体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正在加速形
成，四川旅游如何把握这千载难逢
的机遇，实现建设旅游强省和世界
重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专家学者
们通过两轮精彩圆桌讨论，为四川
旅游“号脉”。

著名剧作家、辞赋家、“巴蜀鬼
才”魏明伦站在作家的角度，从文化
底蕴出发，用十二个字为成都“带
盐”——文采之城、安逸之地、成功
之都。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杨振
之则建议四川旅游未来继续在文创
领域发力。

面对四川旅游的巨大市场，四
川省旅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杨川说，四川旅投集团将
重点打造乡村文旅新名片、川菜文
旅新名片、康养文旅新名片、动漫文
旅新名片这“四大文旅新名片”，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四川由旅
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跨越发展。

亮点 一份数据报告

《panda热搜CGI报告》
解读四川魅力

论坛现场，四川旅投集团、中译
语通和封面传媒联手推出《panda
热搜CGI报告》，从国际化视角，用
大数据解读四川魅力。

CGI指数显示，外地游客关注
的四川景区前十名分别是黄龙、九
寨沟、都江堰、峨眉山、熊猫基地、青
城山、宽窄巷子、三星堆、武侯祠、乐
山大佛。

细化到各个年龄层，热门景点
的排序又有明显变化：中老年人
喜欢去都江堰、峨眉山、杜甫草
堂、乐山大佛、武侯祠。而90后、
00 后的年轻人则钟爱大熊猫基
地、春熙路、稻城亚丁、海螺沟、四
姑娘山。

以到四川旅游的外地游客和
出省游的四川人的旅游大数据为
基础，从游客关注的景点、美食、住
宿等进行分析，细化到各年龄层，这
份报告为四川旅游企业构建全新的
视野角度，为四川旅游产业做大做
强提供了新思路。

亮点 千万网友围观

藏族美女团
拿下5000元大奖
8月20日-9月15日，四川美景

在网络上屡屡刷屏。这是由四川旅
投集团在全网发起的“四川美景全
球秀”挑战活动。

近一个月时间里，#四川美景
全球秀#话题在新浪微博上阅读
量达 257 万+ ，视频播放量达到
800 万+，抖音平台上，该话题视
频观看量 400 万 + ，总观看在
1200万+人次。

根据全网传播效果，主办方评
选出了一二三等奖。美丽的麦崩
山，藏族美女团穿着民族服饰，大喊

“扎西德勒”，邀请大家去甘孜做
客。借着怡人美景和好客美人，这
段视频获得了本次挑战的冠军，拿
走了5000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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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让四川离世界更近
“新时代四川旅游的世界机遇”分论坛举行，大咖共议四川旅游发展

四川省旅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丁：

旅游业必须走在对外开放前列专访

数据
报告

四川旅投集
团、中译语通和封
面传媒联手推出

《panda 热 搜 CGI
报告》，从国际化
视角，用大数据解
读四川魅力。

外地游客关
注的四川景区前
十名分别是黄龙、
九寨沟、都江堰、
峨眉山、大熊猫基
地、青城山、宽窄
巷子、三星堆、武
侯祠、乐山大佛。

老年人喜欢
去都江堰景区、峨
眉山、杜甫草堂、
乐山大佛、武侯
祠。而 90、00 后
的年轻人则钟爱
大熊猫基地、春熙
路、稻城亚丁、海
螺沟、四姑娘山。

任丁演讲。

新时代四川旅游的世界机遇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