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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四川，或是
放眼整个西南，天府新区都时常
占据热搜榜首。这个位于“一带

一路”重要节点的国家级新区建设的每
一个动作，每一个新进展都备受瞩目。
由于占据特大城市“成都南拓”的独特区
位优势，更因国家政策导向下的多领域
合作，位于投资巨大风口之上的超大型
文旅项目——占地近万亩的天府恒大文
化旅游城，瞬间成了天府新区的新焦点。

恒大领衔文旅项目扎堆
天府新区文旅板块应运而生

目前，文化旅游已日渐成为新时期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内容。当旅游成为生活的常态和刚需
之后，人们对居住和购房已不仅停在

“居”的层面上，集休闲、度假、疗养、居
住、商贸等融为一体的人居新环境更受
到市场追捧。人类生活方式转变，间接
催生了文旅产业的兴起。

复盘天府新区这一区域的开发版
图，我们不难发现，在以天府恒大文化旅
游城、黄龙溪为中心，方圆50公里范围
内，目前已有黄龙溪新型文化旅游城镇
化项目、法国勒芒文化体育园区、乐高乐
园等一众文旅项目扎堆开发。一个区域
内吸引众多的品牌文旅项目，这在四川
乃至全国都实属少见。此外，这一区域
还有从成都三环路外侧延伸到黄龙溪的
锦江生态带、点缀其间的怡心湖，再远些
还有被评为2018年国内十大考古发现
的张献忠沉银遗址等极具文化与生态内
涵的优质文旅资源。越来越多的迹象显
示，天府新区已经形成一个辐射面极广
的新兴板块——文旅板块！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这一现象级文
旅项目的亮相，更给这一板块注入强劲
活力，吸引众多的购房者和投资者的目
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恒大的大手笔投
入将会把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打造为天
府新区文旅板块中当仁不让的最大IP，
领衔区域发展。

超级利好配套加持
物业价值潜力巨大前景可期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由世界500强
企业集团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旅游集团
倾力打造，作为天府新区文旅板块的核
心项目，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的最大亮
点在于超大规模的童话神话乐园——恒
大童世界以及众多航母级文旅配套。

大型童话神话乐园
恒大童世界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

全球唯一的全室内、全天候、全季节的童
话神话乐园，以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
国故事为核心内容，融合中国文化精髓
和世界文明，采用世界最成熟、最受欢
迎、科技含量最高的顶级游乐设施设备
及技术，打造全球顶级的童话神话乐
园。恒大童世界的落成，将极大的丰富
川人的休闲娱乐方式，更会成为拉动板
块消费、推动板块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上海迪士尼2011年刚启动时，川沙
板块的年成交均价在11231元/平，到
2019年的2季度，成交均价达到了46000
元/平，涨幅达到了惊人的300%。广州长
隆、东京迪士尼同样如此。由此可知，恒
大童世界对整个天府新区文旅板块物业
升值的带动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航母级配套加持
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置业者对居

住的体验、配套要求也会随之升级。
除童世界外，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还
大手笔规划了航母级文旅配套。约
41000㎡童话大街、约 6700㎡博物馆
群、约240000㎡欧式城堡酒店及精品
酒店、约 14300㎡综合运动中心、约
8000㎡国际会展中心、约30000㎡大型
演艺中心、约12000㎡国际电影城、约
1900㎡婚礼庄园，建成后将成为全球
规模最大、档次最高、配套最全的世界
级文化旅游胜地之一。

教育配套加持
对于文旅大盘而言，孩子的读书也

是购房者关注的一大问题。天府恒大文

化旅游城教育规划用地14.2万平方米，涵
盖幼儿园、小学、初中等，目前已与成都金
苹果教育集团签署意向合作协议，引进金
苹果国际幼儿园、金苹果附小、金苹果锦
城一中，为业主提供全龄段教育体系。

交通配套加持
目前区域内拥有三纵（成乐高速、剑

南大道、天府大道）、四横（科学城中路、第
二绕城高速、籍黄路、天府新区环线）交通
路网，剑南大道南延线目前已全线通车，
是城南发展的交通主轴线，全程无红绿
灯，双向十车道，直达项目。在轨道交通
建设方面，地铁5号线、地铁6号线、地铁
11号线、K4/K2快线等多条地铁线路通
往天府新区文旅板块。交通路网的逐步
成型，意味着板块价值潜力的持续上升。

天府新区未来价值高地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值得入手

目前，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首批住
宅房源认筹已于5月11日开启，示范区
亮相现场的火爆场面已然刷爆了每一个
四川人的朋友圈。

为何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的产品，
能够引发如此之多人的追捧？

首先，项目位于天府新区文旅板块，
不限购。

更重要的是，项目在产品本身上可
谓是做足了功课。匠心打造全景欧式园
林，围绕风、光、湿、热、声、色6大维度进
行精准设计，从而达到夏季春风拂面，冬
季温暖宜人的效果，保证置业者的居住
舒适。首开高层区域容积率不超过2.5，
建筑密度仅为12%，意味业主的绿化以
及户外活动空间更多。

项目相关负责称，目前首批次推出
的住宅产品为建面 77-142㎡精装住
宅。全部采用9A精装设计，配备新风
系统加地暖，省心省力，环保健康。户户
朝南，采光、日照效果好。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紧紧抓住文化
旅游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创造性地将文化、
旅游、休闲游乐、居住等需求有机结合，打
造全球顶级文化旅游胜地，满足了人们不
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为城市文化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注入新活
力。作为天府新区价格洼地和未来的价值
高地的文旅板块，板块楼市未来还有不小
的增值空间，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值得入
手。”对此，项目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弘农雷朋

天府新区文旅大板块横空出世
万亩巨盘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入局成最大IP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效果图。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实景图。

博物馆群效果图。恒大童世界效果图。

川大学生彭超
被评为

全国自强模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5月

16日，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
先进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四川省
7名全国自强模范、4个全国助残先
进集体、4名全国助残先进个人、4
个残疾人之家和1名全国残疾人先
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来自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
生彭超是被表彰的全国自强模范之
一，本报曾多次对他进行报道。16
日，记者联系上彭超时，他刚参加完
表彰活动。他说：“看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自强模范，其中很多人的故事
深深触动了我，我自愧不如。觉得
自己以前做得还不够，在今后的人
生道路上，我将做得更好，朝着目标
前进。”

据悉，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
进表彰大会每五年举办一次，是我
国给予残疾人事业战线突出贡献者
及集体的最高褒奖。

大学期间，彭超读诗词、打游
戏、做演讲、录直播……竭力拓展大
学生活的宽度和厚度，他和所有二
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充
满了好奇和进取。今年6月，彭超
将从川大法学院毕业。他给自己定
了个目标：考上本校刑法专业的研
究生，为更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上接01版）
习近平强调，举办世界智能大

会，旨在为世界智能科技领域搭建
一个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平台。
希望大家围绕“智能新时代：进展、
策略和机遇”的主题，深化交流、增
进共识、加强合作，推动新一代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
国人民。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宣读了习
近平的贺信并致辞。他表示，习近
平主席的贺信，为我们推动人工智
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指明
了方向。天津将以更加前卫的理
念、更加开放的胸襟，拥抱智能新
时代，打造智能新经济，创造智能
新生活，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合作，加快建设“天津智
港”。

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5月 16
日至19日举行，来自40个国家和
地区的知名企业家、业界领军人物
开展对话交流。

戴着眼镜，说话时总是面带
笑意。王汝平给人的第一印
象并不像创业者，反倒像是

做学术研究的。担任过世界500强的
外企高管，也曾创业做过电子商务平
台，还出版了管理学书籍，并因此登上
剑桥大学讲堂，开办学术研讨会，进行
新作发表。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在今年
2月开启了二次创业——跨界研制人工
智能机器人。

在全新的领域又能擦出怎样的创
业火花？本期《成都创客》聚焦四川大
道同行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汝平。

辞去外企高管
写两本书创两次业

王汝平今年42岁，回顾他的过往，
可以用“写两本书，创两次业”来概括。

2006年，他辞去了一家世界500
强企业的高管职务，面对猎头和竞争
对手公司抛出的橄榄枝，他选择了放
弃工作去写书，一心想对过往几年的
工作做一个经验总结。

“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在学习
西方管理学。但中国有些企业家，虽
没有受过专业的企业管理培训，仍然
把企业治理得很好。”王汝平认为，未
来的企业管理，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结
合的管理体系。

于是，王汝平花3年时间，在充分
研究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先进经验
的基础上，融入中国国学和传统文化
的相关内容，完成了《C管理模式》一
书。“当时出版社总共印发了几万本，
不到一年就卖完了。”回忆起来，他颇
为自信。

当然，理论还得付诸于实践。
2010年，王汝平在成都创业成立了一
家移动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几年后业
务便被另一家企业并购，他开始在新
公司担任副总。

但这样安稳的状态并未维持多
久。2016年王汝平选择了辞职，在之
前所做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
企业经营管理学理论《经营罗盘》，并
萌生了二次创业的想法。

跨界人工智能
与剑桥团队合作开发机器人

这一次，王汝平选择了和以往完
全不同的领域——人工智能。

“选择这个领域，既是对过往创业
经验的总结，也是想验证多年的研究

结果。”王汝平说，众多企业在经营管
理、市场营销、资金、人才、技术缺乏等
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他希望
这一新理论能真正帮助企业在经营管
理中少走弯路，同时以此为底层逻辑，
开发了一套“经营助理”机器人产品。

目前，公司的核心团队正与剑桥
大学人工智能创业团队联合开发“经
营助理”机器人，未来能够为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提供实时市场分析报告、解
决方案撰写，以及经营决策分析与建
议等。

在创业的同时，王汝平仍不忘自
己的学术理想。2017年11月，他在电
子科大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全球第六
届博士校友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营
罗盘”研究模型，并在中外教授的推荐
下，于今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这一
新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

从电子商务转行到人工智能领
域，王汝平并不觉得有什么挑战和压
力。“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变化来的，
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成功的信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申梦芸

在成都这座城市，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
“九死一生”中，体味活下去的痛苦和快乐。他
们就是成都创 客 ，Chengdu Maker。

聚焦创客群体，用镜头讲述他们的故
事，封面新闻推出《成都创客》系列短视频。
我们关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看他们
如何用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在创新之路上
摸索前行；我们关注“高龄”下海的中年人，
倾听他们在身份转换、归零再出发中的焦虑
与收获；我们关注土生土长的本土创客，欣
赏每一朵从天府之国的沃土中开出的创业
之花；我们关注漂洋过海落地蓉城的海归
派，寻找在文化碰撞中迸发出的梦想火花。

如果你是一名创客，如果你身边就有创
客，也欢迎与我们分享你们的精彩故事。扫描
二维码进入报名通道，分享你的故事。

征集令

成都创客，欢迎来战！

进入报名通道

扫二维码

王汝平

大道同行创始人王汝平：

边写书边创业走上剑桥讲堂

爱国情 奋斗者

王汝平在剑桥大学做研究分享。

Chengdu

天府恒大文化旅游城77㎡-142㎡
精装高层火爆认筹中
抢筹热线：400 066 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