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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成
都既要传承历史文脉，固城市之
根，又要激发文化创造，立城市之
品。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
聚力、创造力，为建设世界文化名
城奠定坚实基础。

方向已定，未来已来。去年8
月24日，在香港举行的“川港澳合
作周”成都建设国家西部文创中心
专场活动上，成都被正式授牌“世
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世界
文化名城论坛主席特别代表
Conor Roche在会上表示，“成都

的加入将会更好地促进世界文化
交流和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以此为契机，成都与米兰、香
港、伦敦、纽约、东京等32个全球
知名文化城市一并，承担起领军全
球城市文化的重责。

从授牌到现在，一年时间已
过。在这一年里，成都主动借船出
海，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向世界
展示新时代天府文化的新风貌。
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正在通过塑
造“三城三都”城市品牌，提升城市
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传播能力。

今年6月底，2018世界文化
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举
行。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
市、“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
市和国内外知名文创机构代表
以及文化名人，齐聚成都，共谋

“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文化交流
合作与开放共享。创意英格兰
主席约翰·莱斯利·纽比金这样
评论成都，“成都是最具创造力
的文化名城之一，不仅非常有活
力，在这里的人们也用创意推动
城市文化的发展。”

比肩32个全球知名文化城市
成都“三城三都”建设提速

世界三大
跨国会展名企
落户成都

在成都未来的城市规划中，除了“三城”
还有“三都”。所谓“三都”即“国际会展之
都”、“国际美食之都”和“国际音乐之都”。
继“三城”建设提速后，“三都”进展如何？

记者了解到，8月29日，荷兰皇家展览
集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有限公司、意大利
展览集团在成都环球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进驻成都及一系列知名会展项目落户
的消息。未来，包括中国（成都）国际旅游交
易会、亚洲国际建筑工业化展览会、成都亚
洲宠物展等行业盛会将相继在蓉举行。

当前，成都按照“三城三都”的城市品牌
建设目标加快打造国际会展之都。在前不
久结束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上，
成都以649.2分位居中国会展城市指数第
一。根据《成都市建设国际会展之都三年行
动计划（2018-2020年）》，成都将着力加强
与国际知名会展企业合作，大力引进国际知
名品牌展会，培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名展、
名馆、名企、名业”。到2020年，初步建成

“一带一路”会展门户城市以及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会展之都，举办重大展会活动
1000场，展出面积1100万平方米，举办国
际性会展活动达到180个，引进外来企业10
家，达到会展业总收入1530亿元。

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举办重大会展
活动595个，同比增长10.4%；展览面积约
3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4%；会展业总收
入930.5亿元，同比增长12%；活动参与人
数超过10300万人次，同比增长4.9%，带动
临时性就业岗位4930个，同比增长7%。

在建设“国际美食之都”上，早在2016
年，成都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成
都市川菜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率先提出打造“全球川菜四大中
心”的发展蓝图、率先在全国把菜系作为产
业来抓、率先从促进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
统筹谋划；提出了完善川菜标准体系、夯实
川菜产业基础、打响做亮川菜品牌、提升

“美食之都”品牌等8项具体任务及政策措
施，提出用5年时间打造千亿级产业，建设
全球川菜标准的制定中心、原辅料生产集
散中心、文化交流创新中心和人才培养输
出中心的发展目标。

而在“国际音乐之都”上，成都将重点
打造武侯区“城市音乐坊”、青羊区“少城视
听产业园区”、成华区“东郊记忆”国家音乐
产业基地和龙泉驿区“321梵木创艺区”四
个特色音乐产业园区。与此同时，以“音
乐+旅游”的发展模式，重点打造彭州市白
鹿镇、崇州市街子镇、龙泉驿区洛带镇、大
邑县安仁镇四个音乐特色小镇。未来，一
张五位布局的城市音乐产业“网络图”正在
成都徐徐铺开。在这张“网络图”上，清晰
地规划出城市东部为音乐创作生产区，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东郊记忆”为重点，依
托三圣花乡、蔚然花海，重点发展音乐创作
生产和数字音乐制作传播；南部为高端音
乐演出区，有序推进大魔方、省级文化艺术
中心等演艺设施建设，重点发展高端音乐
演出；西部为传统音乐演艺区，依托国际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和艺术院校，重点发
展传统音乐演艺和音乐培训；北部为音乐
产业聚集区，依托四川音乐学院（新都校
区）、凤凰山公园、保利198音乐公园，重点
发展露天音乐广场和城市音乐公园；中心
为专业演艺市场区，依托现有演艺场馆和
市场，建设城市音乐厅和音乐坊，重点发展
音乐演艺、乐器销售等专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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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世界赛事名城，成都
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拥有国际一
流的体育设施，举办若干有国际影
响力的体育赛事，具有健全的赛事
体系和相对发达的赛事产业，体育
赛事融入和服务城市发展的作用
突出，在国际体育赛事领域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城市。打造世界赛事
名城，可以合理布局成都大型体育
场馆和重大体育赛事，将充分发挥
赛事和场馆在赛前和赛后的“人气
吸附效应”，改善城市群之间的基
础设施建设、交通布局和人文格
局，助推成都城市建设发展从单一
区域中心向大都市区和国家中心
城市转变。

记者了解到，成都自2005年
首次举办国际赛事——世界大力
士锦标赛以来，随着逐年国际比
赛、全国性比赛和省市级别赛事
的增加，基本具备了创建世界赛
事名城的基础。从成都目前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
中心城市的发展态势和“三步
走”战略定位，创建国际体育赛事
名城既要汲取北上广深津特大城

市国际体育赛事名城打造的思路
与精华，也要积极借鉴国内外中
小城市体育赛事名城打造的方式
与经验，充分发挥成都特大城市
带动引领作用和生态休闲文化的
优势。

那么，将如何打造世界赛事名
城呢？成都提出了一个13年的

“三步走”的目标：2018年至2022
年：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达到25
个，其中洲际杯以上级别赛事达
50%，具有自主IP和成都文化特
色的赛事达30%。优先启动建设

“北部场馆区”的成都国际足球中
心、专业冰、篮球馆，“南部场馆
区”的奥体中心网球场，“奥体城”
的山地自行车赛道；2023 年至
2026年：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达
31个，其中洲际杯以上级别赛事
达60%，具有自主IP和成都文化
特色赛事达40%。启动奥体城核
心场馆区的奥体中心主体育场、
主体育馆、室内自行车馆、射击
馆、三岔湖水上运动中心等场馆
建设；2027年至2030年：举办的
国际体育赛事达40个，其中洲际

杯以上级别赛事达75%，具有自
主 IP 和成都文化特色赛事达
50%。力争奥体城核心场馆区建
成并投入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天府奥体城
是四川首个集水上、山地、综合体
育项目为一体的大型体育综合
体，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
绛溪南片区，项目包含三岔湖、丹
景山等区域，总面积约86平方公
里。天府奥体城总体规划按照

“山水城共融”的理念，将形成“核
心区、山地运动区、水上运动区”
三大奥体功能板块和13大赛事
场馆。此外，还有特色小镇等。
今年3月，天府奥体城集中开工
了13个配套基础设施项目，总投
资达260.8亿元。

今年6月初，天府奥体城向全
球征集概念性设计方案，吸引了由
全球104家知名机构组成的70个
报名规划团队报名参与竞逐，8家
世界顶尖设计团队最终入围，分别
来自中、美、德、日、英、澳、西班牙
等国家和地区，预计在9月底揭晓
国际咨询最终结果。

除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外，成
都还正着力建设世界旅游名城。
成都提出，到2020年旅游总人数
将达2.3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4500亿元，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和
社会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长，
占全市GDP比重将达到11.24%。
到2035年，全面建成世界旅游名
城和亚太地区旅游集散地。

这两年，成都时常出现在全球
范围内的旅游目的地榜单上。
2017年，成都先入选美国国家地
理学会出版的《国家地理旅游
者》2017 年度 21 个必去的旅游
目 的 地 之 一 ，后 被 CNN 选 为
2017年全球首选的17个目的地
之一，且两个榜单中成都都是唯
一入选的中国目的地；据在万事
达发布的2017年全球20个增长
最具活力旅游目的地榜单国际入
境过夜游客数量增长排名中，成都

位列第二名。
未来，成都将如何建设世界旅

游名城？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已
经开始实施“八大工程”助推其旅
游发展。这八大工程分别是：促
进全域旅游综合发展；强化产业
融合，深入实施“旅游+”和“+旅
游”战略；实施旅游产品结构优化
和提档升级；提升旅游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智慧旅游
与创新创业行动，将建设旅游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
化基础建设全覆盖；推进旅游绿
色低碳发展；加强旅游开放合作；
拓展旅游国际化营销，增强成都旅
游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实施旅游产品结构优化
和提档升级，构建遗产观光、蓉城
休闲、时尚购物、美食体验、商务会
展、文化创意、养生度假七大世界
级的旅游产品体系。

在空间布局上，成都将根据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方
针为指引，按照资源分布和产业
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确定发展布
局。具体而言，就是“中优区域”
打造以都市休闲、娱乐购物、美食
体验、时尚音乐等为特色的城市
文化休闲购物综合旅游区。“西控
区域”打造集道教文化康体养生、
主题娱乐、世遗观光体验为一体
的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核心区。

“东进区域”建设集山地运动、水
上休闲、生态度假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的山地运动休闲度假旅游
区。“南拓区域”打造以商务会展、
文化创意、高端休闲等为特色的
国际都市旅游会展区。“北改区
域”构建集国际商贸批发交易、工
业旅游、物流运输、免税旅游购物
于一体的临港旅游保税商品展示
购物区。

比肩全球32个文化名城
成都入选“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

已开始实施“八大工程”
正构建七大世界级旅游产品体系

建国际一流体育设施
天府奥体城概念性规划将出炉

“三城三都”建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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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殷航

9月20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在成都开幕。图为成都展区。雷远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