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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正在以“三城三都”为载体塑造
城市文化品牌，以“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为蓝本拓展城市文化边界，
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
力、创造力。“东进”是成都市为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而做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部署，龙泉驿区作为成都

“东进”的主战场，与此次文化盛典
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是由
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中

共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区政府、深圳
华侨城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华侨城
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承办的一场文化
盛事，已走过九个春秋，百余位华人
文化翘楚皆曾站上这一舞台。据
悉，本次《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文
化人物（建筑篇）》发布仪式是文化
央企华侨城进驻龙泉驿区后积极推
动落地的一场文化盛典，旨在为海
内外华人文化精英献上文化礼赞，
为成都市的文化“东进”战略及龙泉
驿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助力。

中华文化之光 点亮蓉城文化东进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文化人物（建筑篇）》发布仪式荣耀揭幕

2019 年 1 月 8 日
晚，成都星光璀璨，众
星云集，《致敬，改革开
放40周年文化人物（建
筑篇）》发布仪式在成
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
镇博客楼盛大启幕，阮
仪三、魏佩娜、刘家琨、
张永和、马岩松、邵韦
平、俞孔坚、陈可石、李
兴钢等重量级文化名
人 齐 聚 洛 带 ，共 襄 盛
举，向世界人民展示了
一场夺目的建筑文化
盛典，这也是成都2019
年开年以来迎来的第
一场文化盛事。

随后，备受期待的颁奖典
礼夺目盛放，10位成就突出的
建筑精英受到褒奖，他们是：

世界因他的建筑而变得更
美、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
大师”的贝聿铭；

被誉为“都市文脉守护者”
“历史文化名城卫士”，乃至“古
城保护神”的阮仪三；

扎根西部、情系西安，用
唐风汉韵烘托出一个古风今
韵并存的西安，向世界交出
一份独一无二的“中国名片”
的张锦秋；

完美完成鲁朗小镇“圣洁
宁静”核心理念设计的陈可石；

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新建筑
新状态的杰出建筑师、建筑教
育家张永和；

善用民间美学，在日常劳
作中发现手工感，用西村为成
都增加了一座文创新地标的建
筑师刘家琨；

“我可以通过专业技能实
现一种城市理想，让图纸中的

美好设计变为能在北京最好位
置上屹立至少一百年的建筑”
的邵韦平；

把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
一”理想通过天才设计变成现
实的俞孔坚；

中标海外标志性建筑第一
人、新一代建筑师重要代表、

“山水城市”的布道者马岩松；
坚持建筑设计并不是简单

的画图盖房子，而是一种文明
传承重要载体的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场中方总设计师李兴钢。

颁授典礼讲述环节精彩纷
呈，入耳涓涓的是10位文化翘
楚流动的故事。除了台上闪闪
发光的文化明星，颁授典礼现
场还集体缅怀了去年离开我们
的著名作家金庸、著名作家李
敖、历史学家宿白、表演艺术家
王丹凤、文化学者文怀沙、小提
琴家盛中国……斯人已逝，但
他们留下的艺术瑰宝和他们每
个人对文化和艺术的执着追求
却会永恒。

中华文化人物以自身文化
精神与素养，为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礼！而此次文化盛典
落地成都，也为成都世界文化名
城的建设注入磅礴力量，这也是
文化央企华侨城集团进驻西部
以来，继安仁论坛、安仁双年展、
洛带客家文化节、成都市新年音
乐会等系列大型文化盛事后，为
进一步落实成都文化“东进”战
略、响应政府号召、提升城市文
化生态，积极推进落地的又一极
具影响力的文化盛典。

据悉，在刚结束不久的
2018旅游集团发展论坛上，华
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再次荣膺中
国旅游集团20强，在由亿翰智
库发布的“2018特色小镇投资
运 营 商 年 度 品 牌 影 响 力
TOP50”榜单上名列榜首！这
有赖于华侨城集团长期对文化
的坚守和创新，它创造性提出

“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

游+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模
式，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突破
落地，获得国务院国资委高度
评价。

在入驻洛带以来，华侨城
集团致力于全面激活洛带客家
文化底蕴，与龙泉驿区政府携
手合作，着力于洛带的文化提
升、景观提升、内容提升和管理
提升，在梳理保护、传承弘扬客
家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响应
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城市

“东进”战略，全力促进“东进”
主战场龙泉驿区的文创产业发
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漫漫文
化路上，华侨城致力于在洛带
为树立中国客家文旅小镇新标
杆不懈努力，并始终践行文化
央企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成为成都“东进”战略排头兵，
为东进主战场龙泉驿区文化发
展添砖加瓦，为成都市建设世
界文化名城贡献企业力量！

颁奖盛典：
听文化巨匠流动的故事

华侨城：
为世界文化名城贡献力量

从开场《40年新面貌》视频的
播出，到对贝聿铭先生的人物致敬，
到颁授典礼的启幕，再到一段段精
彩的现场讲述……仪式环节神圣崇
高、激动人心，让人沉浸在这40年
来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芳华中，一个
个华人文化圈的精神标杆，展示了
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正
因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这些伟大
文化人物的熠熠光辉。

发布仪式上，中华文化促进会
主席王石带来精彩致辞，他向世界
展示中国人一直都在建造的文明体
系和建筑体系，讲述着中国传统建
筑文化对“大美不言，物我两忘”境

界的追求，更表达了对改革开放40
年来伴随中国建筑发展的灵魂人物
的称赞与敬佩。其中，始终坚持现
代主义风格，将建筑人格化的同时
为其注入东方诗意的贝聿铭，几乎
可以代表一个时代。

仪式上，贝聿铭先生的作品徐
徐播放，王石先生对他的介绍深沉
浑厚。此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
馆长沈飞德，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
究院党委书记、董事长、陕西科学技
术协会副主席熊中元，建筑批评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艺术史学者
王明贤等多位优秀大师也向人们分
享了他们的故事。

九载春秋：
助力成都文化“东进”

献礼40年：
致敬民族传统建筑之芳华

1月8日晚，《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文化人物（建筑篇）》发布仪式在成都洛带古镇博客楼盛大启幕。

洛带古镇博客楼。

发布会现场。

成都市建委主任张樵介绍，
今年成都将重点推进世界大运会
体育场馆、天府锦城等28个重大
项目的建设实施。

目前，大运会场馆选址、场馆
建设方案以及场馆建设的其他前
期工作，都在有序推进过程中，

“包括一些需要提升改造的场馆，
也都在进行梳理等工作。”

大运会场馆建设何时能开
始推进？张樵表示，待世界大运
会官方机构确认后，才能最终确
定场馆选址、方案等。“所以，我

们目前在做一些前期准备工
作。”

作为新一轮总规的三条主轴
线之一，东西城市轴线是成都实
现空间格局“千年之变”的城市发
展动力轴。张樵透露，目前城市
东西轴线的方案已经制定了，一
旦决策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开始
推动实施了，“我们希望能在
2019年，尽快启动实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刘秋凤谢燃岸杜江茜殷航

实习生 邱静静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
刘秋凤 谢燃岸 杜江茜 殷航 实
习生 邱静静）1月7日至8日，成
都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召开。全会听取和讨
论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
所作工作报告，讨论了《市委常委
会2019年工作要点》《2019年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
经济工作要点建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弘扬中华文
明发展天府文化加快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成都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决议》。

2018年，围绕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城市主线和“全面
落实年”主题，成都强化“主干”
担当，全面助推“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整体成势，加快构建现代
化开放型产业体系，蹄疾步稳全
面深化改革，科学规划加快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和世界文
化名城，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提升民生福祉和超大城市治
理水平。

就业稳。2018年，成都市深
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

就业27.6万人，为28.6万人发放
失业保险金 22.2 亿元，为 1.5 万
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6亿元。切
实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金融稳。成都市加快建设西
部金融中心，金融业占地区生产
总值12%左右，金融综合实力保
持全国第六、中西部第一。持续
扩大金融市场规模。全年新增
300余家各类金融机构及中介服
务机构，总计超过 2500 家。新
增境内外上市公司11家，落户私
募基金370家。出台上市公司纾
困帮扶8条，设立100亿元帮扶
基金。

外贸稳。加快建设国际门户
枢纽，新开通“蓉欧+”东盟铁海
联运班列和铁路班列，国际班列
已通达24个境外城市，全年开行
2619 列、增长 159.3%。新开通
12条国际定期直飞航线，国际(地
区)航线数量达到 114条。全年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4900亿元、
增长24%。

外资稳。加强外商投资促进
工作，外商直接投资25亿美元、
增长34.2%，利用外资实际到位
120.3亿美元、增长20%。成都不
断优化外企服务，实施外商投资

准入负面清单，实现95%以上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备案
管理。截至去年底，共有285家
世界500强企业落户。

投资稳。扎实推进“项目年”
工作，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左右，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达
51%左右。强化基础设施领域投
资。天府国际机场建设有序推
进。成蒲铁路（正线）、川藏铁路
（朝阳湖至雅安段）建成投用，成
兰铁路、成贵铁路加快推进。成
资渝、成宜高速开工建设，天府国
际机场高速、第三绕城高速加快
推进，成彭高速扩容改造项目投
入使用。地铁1号线三期、3号线
二三期开通运行。成资、成龙简、
金简仁等东部新城骨干道路和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旅游环线加快
推进。

预期稳。数据显示，2018
年，成都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涨 2%左右，综合 PMI 产出
指数达到 51.8%、连续 9个月运
行 在 景 气 区 间 。 同 时 ，深 化

“放管服”改革，扎实开展政务
系统错时延时服务、预约服务，
91%以上审批服务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

争取率先进行5G商用试点

2018年的成都答卷：

全面落实年 实现“六个稳”

2019

年
，成
都
将
有
这
些
变
化

5G 浪潮滚滚而来，成都远
洋太古里开通全国首个5G示范
街区，二环BRT“5G第一车”几
秒下一部蓝光电影，全国首个
5G地铁站正式开通……成都在
全国城市的5G发展中处于领跑
阵营。

新的一年，5G将如何继续突
破发展？“成都市将把5G的商用
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向工信部和
省经信厅争取率先在全国启动商
用5G试点，推动5G产业在成都
的高质量发展。”成都市经信委主
任陈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对5G产业成为成都下一个
万亿级产业很有信心。

成都的5G产业在全国拥有
坚实的技术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
景，去年三大运营商都在成都布
局了5G项目。“这一轮产业发展
中，成都与北上广是同步的，足以
引领高质量发展。”陈志勇表示，
聚焦新技术应用，提升产业发展
支撑力，成都在2019年还将加快
推进“西部数都”品牌建设，争创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夯实“中
国软件名城”，加快推进“工业互
联网专项行动计划”。

“乌篷船,听雨眠，一蓑烟雨
枕江南。”诗意的乌篷船，即将在
成都锦江开行。

成都文旅集团董事长蒋蔚
炜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在高起点
建设世界旅游名城方面，成都将
整合世界上最时尚的旅游消费
模式，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引领消
费升级。其中，备受关注的“锦
江夜游”在春节前就会呈现出
来，“在 339 电视塔那里，会有
3D的全息投影的熊猫爬塔，还
有一只可爱的小猪，熊猫爬到最
后会点亮整个塔，视觉效果非常

震撼。”而在339成华公园码头，
下个月就会开行画舫、乌篷船，
可以坐 8人左右。游客可以从
339 的时尚区出发，荡舟而下，
沿着锦江一直游玩至兰桂坊、合
江亭片区。全程大概4.4公里。
他表示，整个夜游锦江包括夜
食、夜游、夜宿、夜展、夜市等，

“夜游锦江”将构成一个新的特
色旅游品牌。

在高水平建设世界文创名城
方面，蒋蔚炜介绍，准备在宽窄巷
子西侧、同仁路片区，打造以演艺
为核心的夜间消费业态。

春节前乌篷船“夜游锦江”

推进世界大运会场馆建设

中欧班列（成都）2018年全年开行量达1587列，连续三年领跑全国。（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