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
究院在成都正式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彭宇行、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罗
强、中国移动总裁李跃出席揭牌仪式。

中移和四川的战略合作再次升级

专程赴蓉的中国移动总裁李跃在
发言中表示，中国移动近年来在川持续
加大投入，努力为四川城市建设提供更
强有力的服务支撑，并快速推动5G网
络超前规划部署。而落地成都的中移
产业研究院，是中国移动助力四川建设
网络强省、数字四川和智慧社会的重要
实践，此举也标志着中国移动和四川省
的战略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据介绍，未来，成都产业研究院将
充分发挥中国移动的网络、技术和平台
优势，依托四川的科技、产业和人才优

势，重点聚焦智慧教育、移动医疗、科技
农业等垂直领域，孵化和开发出国际最
高标准、行业最高水平、产业最优技术
的明星产品，同时打造开放共享的新型

产业生态圈，全力推动四川乃至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移动正在全面布局和推
动5G以及AI（人工智能）发展，并在雄

安、上海和成都成立三家新研发机构，
以推动通信行业与各产业的融合发
展。其中，中移（成都）产业研究院注册
资本20亿元，是西部地区已成立的唯一
一家面向5G、AI，引领教育、医疗、农业
等领域数字化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研
发机构。

封面新闻携手中移（成都）产业研究院

而封面新闻作为首家与中移（成
都）产业研究院合作的媒体，未来将与
研究院携手打造5G时代的智媒体应用
标准。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将5G
创新技术运用到媒体转型升级融合发
展中。将在智媒体中心管理平台，智媒
体中心硬件整体解决方案，5G智媒体云
及5G智媒体版权交易、5G VR云移动
社区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战略合作。

党的十九大后，媒体融合发展已成国
家战略，而封面新闻与中移（成都）产业研
究院的战略合将有力推动传统媒体的转
型升级，全新应用标准也将为智媒体的发
展带来新的动力。而四川也有望成为5G
时代智媒体应用标准的研发中心，并将带
动智媒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5G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的
优势，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关键技术，将
带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无人机、云化
VR/AR等应用的发展。

而5G和AI人工智能的融合，将在智
能交通、智能农业、移动医疗、智慧教育、
智慧城市等众多领域形成基础支撑，不但
会成为全球通信产业的新一轮的发展机
遇，也为各种新兴信息技术的崛起创造了
新机遇，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且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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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都江堰市青城
山-都江堰景区，熊猫谷、熊猫
乐园、蓝光水果侠在国庆期间
提供延时服务，在确保游客安
全、服务的基础上延时到晚上
20：00闭园。

都江堰市博物馆、图书
馆、演艺场所在国庆期间提供
延时服务，在确保游客安全、服
务的基础上延时到晚上20：00
闭园或停止营业。

青城山—都江堰最强攻略让你嗨翻黄金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无活动不国庆，这次国庆黄金周青城山—
都江堰景区为游客特设体验游戏，让游客在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地了解都江堰的同时
还能参与其中，挑战自我。

1.古堰造福润万代·堰功伟业传千秋（历代
堰功人物演艺展示活动）

都江堰景区堰功道，高颜值模特穿上古装，
将历史人物进行重现，打造雕塑+真实人物组
合；现场介绍人物与都江堰的前世今生，现场更
有机会与历史人物把臂同游（不定时抽取幸运
游客，由指定人物陪同到伏龙观），真正的深入
了解都江堰历史文化。

时间：10月1日—6日 地点：都江堰景区

2.国庆假期惬意游·八仙迎宾送祝福
在青城山景区外广场，八仙进行集体抖音

网红舞蹈（如海草舞/甩手舞），八仙在集体舞前
后会派发小礼品，欢乐搞怪送出国庆祝福。

时间：10月1日—6日 地点：青城前山景区

3.挑战千秋记忆·全民来竞技（互动游园活动）
关注青都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现场活动，

完成挑战可参与现场抽奖。游戏区域位置：都
江堰景区内伏龙观左侧空地。

时间：10月1日—6日 地点：都江堰景区

着我汉家衣裳，兴我礼仪之邦！
当汉服遇上千年古堰，深厚的文化与神韵在

刹那间定格。着汉服，游古堰，制“交子”、学工艺、
赏香道……体验别样精彩的都江堰国庆假期。

1.延承中华传统文化·着汉服免费游都江堰
时间：10月1日—7日
都江堰景区推出着汉服免费游景区活动，国

庆期间每天将有1000个名额。大家可以通过携
程网平台抢购爆品畅游青城山—都江堰景区。

2.时尚与传统的碰撞·三遗景区全民抖音大赛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2274年的水利

工程成就了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美誉；青城山
1800多年的道教文化彰显了我国古代的文化大
成。古人设计的各种巧思妙想令人大为惊叹，青
城山—都江堰的众多网红打卡地令人心驰神往：
宝瓶口、鱼嘴、月城湖、老君阁……

这个国庆黄金周，身穿汉服，在青山绿水间
拍一段抖音，燃烧你的青春，点亮整个秋季，还有
众多好礼等你来拿！

一到节假日，欢乐气氛便高涨的青城山—
都江堰景区，这次的常态活动依旧精彩哟~

1.国庆天天乐·熊猫萌宝乐翻天（互动舞蹈表演）
圆圆的“潘达”随着动感音乐有节奏地扭动

身体，让围观的游客心生“爱意”，不自觉地加入
萌宝队伍，跟着扭动起来。

时间：10月1日—6日（上午9：30、10：30、11：
30，下午14：00、15：00、16：00）

地点：都江堰景区大门（南桥广场）

2.仙姿古乐韵·青城太极舞（特色舞蹈表演）
还记得我们仙气飘飘的青城太极舞吗？此

次我们舞蹈团队精心编排演绎的特色舞蹈表
演，定能让你欣喜。

时间：10月1日—6日(上午10：00，下午14：00)
地点：都江堰景区大门（南桥广场）

3.古曲丝竹乐·古乐源洞经（洞经古乐演艺）
漫步都江堰景区，古琴台上，琴瑟齐鸣，一

曲高山流水，佳节之际觅知音。
时间：10月1日—6日(上午10:00，下午14:30)
地点：都江堰景区琴台

4.离堆古樁园·品闻青城茶（青城茶艺表演）
古堰茶艺表演将选茗、蓄水、置具、烹煮、品

茗各个环节的动作展现得淋漓精致，体现着茶
艺的“精、清、净、美”。

时间：10月1日—6日(上午9:00-11:00，下午
1:30-3:30)

地点：都江堰景区张松银杏树下

青山绿水的惬意幽然，水利工
程的宏大壮观，还有文娱活动的精
彩纷呈……准备好开启你的青城山
—都江堰国庆之旅了吗？在出发
之前，小编再为大家提醒几件都江
堰旅游中不得不知道的事。

都江堰特色美食：这里的美食
真的是数不胜数，川西特色美食，
一定要在都江堰美食聚集地品尝
一下。灌县古城区邻近都江堰景
区，是地道小吃的不二选择，好吃
不贵；龙潭湾美食街，当然可不止
有小吃，想有更多样的中餐选择，
保证满足你的味蕾；悦熙广场作为
都江堰新晋美食街，颜值高，味道
赞，可以文艺、可以小资、可以小

聚、可以发呆；青城山下的农家美
食秉承传统工艺，真材实料的古法
秘制，健康养生。

游玩天数建议：传统的都江
堰＋青城前山一日游玩法比较累，
景区内步行＋爬山的路程较长，下
午时间紧张，通常需要坐索道来回，
成本高，体验不佳，且会错过青城后
山、熊猫谷等其他本地好去处。所
以更推荐休闲玩法，在都江堰留宿
1-2天，都江堰市区酒店众多，设施
齐备，经过一天疲惫的旅途，晚上
可以欣赏到南桥一带绝美的夜景，
江边喝喝小酒，就着烧烤，和亲友谈
天说地，甚是惬意；或者在青城山找
一处避世的民宿，远离城市的喧嚣，

深度体验青城山的幽静。
关注“一部手机游都江堰”、扫

码“金牌解说”小程序：作为世界文
化遗产的都江堰景区，藏在千年时
光里的经典与故事如果离开引人
入胜的讲解，必将失掉几分原有的
绚烂。游客们也可以使用景区新
推出的“一部手机游都江堰”“金牌
解说”小程序，只需要手机一扫，便
可让你“耳听为史（文化历史）”，
get一场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
智慧文化之旅，边“听”边“看”，体
验最完整的都江堰。关注景区官
方微信公众号“都来玩儿”、“青城
山—都江堰”，找到“一部手机游都
江堰”、“金牌解说”小程序即可。

在即将来临的国庆佳节，你的假期安排好了吗？来，看这里！青城山-都江堰陪你放肆玩嗨整个国庆黄金周。

全民挑战
让你国庆乐不停

感悟历史
让你天天享精彩

多彩活动
陪你七天乐翻天

除上述活动之外，还有太极习千年·一曲绕古今（太极、古乐展演）、川主古郡
守·巡视千秋堰、幽绝青城闻古乐·心随乐动悟自然、刚柔并济汇天地·青城山中
舞太极……等众多精彩纷呈的演出表演，是不是有些迫不及待了呢？

划重点！
延时服务来了

畅游青城山—都江堰，让你欢乐不停歇

成都天府芙蓉园开园
3万余株芙蓉花重现“芙蓉城”盛景

这座总面积达1800余亩的园区，是
成都第一个以芙蓉为主题打造而成的公
园，“以芙蓉文化为主题、芙蓉造型为轮廓
的园区，我们希望将它打造为国内芙蓉赏
花第一园，成为成都形象展示的重要窗
口。”成都市武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天府芙蓉园分为花田、芙
蓉、秋彩林、芳香园、药田、商业区、轮作
区、迷宫、草坪、防护林十个板块。孕育
着木芙蓉、醉芙蓉、牡丹红等芙蓉树，完
全建成后全园种植约3万余株芙蓉花，
芙蓉花种类将超过23种，是全球芙蓉
品种最齐全的主题公园。

不仅如此，天府芙蓉园还是全成都
植物品种最齐全的公园，目前园内植物
多达300余种。在植物景观布局上采用
适合成都本地气候生长的草本花卉为
主，分四季种植，以时令花卉为单季主
打，实现色彩丰富的花岛景观效果。

成都首个芙蓉文化主题公园
23个品种3万余株芙蓉免费观赏

9月28日，2018年天府芙蓉花节开幕，记者走进天府芙蓉园，娇俏的芙蓉花在微风中枝头轻摆，置身于四季
花岛、蓝花楹大道上，满目花团锦簇。

据了解，天府芙蓉园除了是全国芙
蓉品种最多、单园规模最大，在建设中
还采用了最先进的全息投影、裸眼3D、
发光材料、重力感应等体验系统技术、
智慧灯杆、室外停车引导、智能远程管
理等安全服务系统技术，也是科技集成
度最高的生态公园。

其中，芙蓉艺展中心，将通过打造
国内首个游客中心+创意书店模式，成
为未来成都新概念艺术展览中心。芙
蓉剧场，开启“365天，每天有剧”模式，
打造成为一座能满足国内外各类文艺
团体演出、放映电影、举办展览及会议、
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现代化多功能的
大型文化场所。同时，这里还将建设国
内首个“三体”主题科技馆。

记者获悉，国庆期间成都各区（市）
县将在这里设置各具特色的花卉植物
展览，供市民参观。

科技集成度最高的生态公园
市民国庆期间可看各区县园艺展

除了赏花，天府芙蓉园里还
有什么特色？

全力打造千亿5G产业链
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正式落户成都

中移动成都实验室。

国庆黄金周将来，成都又多了一处
好耍地方。9 月 28 日，遍种 3 万余株芙
蓉花的天府芙蓉园开园，重现“四十里
城花作郭，芙蓉围绕几千株”的“芙蓉
城”盛景。

据了解，天府芙蓉园位于成都市武
侯区环城生态区南片区金花桥街道，是
锦城绿道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成都市
锦城绿道30个特色园形态二级驿站中，
天府芙蓉园是唯一以芙蓉花、芙蓉文化
为主题的特色园区。

胡晓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雷远东摄影报道

图片由青-都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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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芙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