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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1-29 C 22-29 C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阵风1-2级

阴天有阵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7月18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高糖音乐喜剧《恋爱
吧！人类》；

7月19日，上海歌舞团将在宜宾酒
都剧场演出舞剧《朱鹮》；

7月21日，上海歌舞团将在泸州中
国酒城大剧院演出舞剧《朱鹮》；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
斗法》；

7月27日至28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话剧《家长会》；

7月30日，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 2019“乐动蓉城”月末惠民音乐会
——“初心Ⅱ”·庆八一民族音乐会；

8月2日至3日，倪大红、孙莉领衔
主演的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经典
作品《安魂曲》中文版将在四川锦城艺术
宫演出。

16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广元、内江、遂宁、宜宾、资
阳、西昌、攀枝花、广安、雅安、乐山、巴
中、德阳、南充、绵阳、康定、达州、自贡、
泸州、眉山

同呼吸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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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16日开奖结果

7 星彩第 19082 期全国销售
11592174元。开奖号码：0673874，
一等奖0注；二等奖5注，单注奖金
68641元；三等奖102注，单注奖金
1800元。44778333.3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19190 期全国销售
16726216元。开奖号码：170。直选
全国中奖4243（四川312）注，单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6 全 国 中 奖
11663（四川778）注，单注奖金173
元。17079597.19 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 5 第 19190 期全国销售
10418058元。开奖号码：17023。一
等 奖 2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85445870.6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9
年9月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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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100万
项目却几乎搁浅

经过慎重考虑，2018年刘彬决定
从一家大型企业辞职创业。虽然自认
为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市场的复杂
程度远大于他的想象。

“前期技术上我们准备很充分，但
对市场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我们最开
始是针对家庭使用，后来发现不同家
长的需求和痛点各不相同。”最难熬的
是当年底，刘彬和合伙人投入的100
万元，加上其他投资人的钱都快“烧”
完了，但项目的市场反馈却低于预期，
看不到希望。

“怎么办？要不要坚持下去？”刘
彬团队打了2000多个电话，跟50多
家幼儿园园长沟通后，决定把切入点
从家长调整到幼儿园，最终迎来了转
机。

刘彬团队打造的“儿童成长数据
库”，主要由幼儿园发给家长填写，可
从健康、语言、社会等领域对孩子进行
测评。

因为创业
思路眼界得到拓展

谈到刚创业时，刘彬说，因为自己
是个技术宅，社交圈很窄，创业之前微
信好友只有100多人，最担心的是找
不到合伙人。

但令人感动的是，当初找到的两
个合伙人二话不说就辞职，全职投入
这件事。刘彬和合伙人都为人父母，
有着共同对教育的情怀。

与别的公司不同，刘彬团队平日
里坐在一起，聊得更多的是关于孩子
的教育。因为创业，刘彬接触到了更
多的人，思路、眼界都得到拓展，感觉
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申梦芸

爱国情 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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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创客，欢迎来战！征集令

进入报名通道

扫二维码

“奶爸”创业者刘彬：

辞职研发儿童成长“外挂”

深色衬衣，皮肤黝黑，性格
内敛……一谈到孩子，刘彬便
打开了话闸子，滔滔不绝。

创业两年，刘彬的头发白
了不少。他却说，相比以前的
稳定工作，创业压力虽接踵而
至，但自己并不感到“心累”。

因为这次创业属于“又一
个为了女儿”的选择。本期成
都创客——聚焦慧育数据创始
人刘彬。

因女儿创业
研发教育“外挂”

1981年出生的刘彬，是一个
技术宅男。

“我以前不想养小孩。不是
不喜欢孩子，而是太喜欢了，怕教
育不好。”刘彬觉得，孩子的成长，
父母要负90%以上的责任。后
来，有了女儿后，他几乎所有时间
都用来“带娃”和“学带娃”，看各
种育儿书籍。

孩子越大，教育越复杂，要学
的东西也越多。“有段时间觉得女
儿的性格有些害羞，我希望她能
多跟其他小朋友交流。”技术出身
的刘彬，开始琢磨能不能研发一
套软件，让孩子的成长数据化，帮
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

后来在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
聊天时，刘彬发现他们有同样的
烦恼和需求，于是决定从事这方
面的研究并做成一个项目。

工作之余，刘彬开始研发儿
童成长数据库，前期总共花费了
1-2年时间摸索。

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举行

蒲江县明月村
入选国际可持续发展试点社区

“在我看来，成都是个重要的城
镇化模型，与深圳一样，值得其他城
市学习。”在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
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现场，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以城镇
化为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城镇化要成功不仅需要关注
市场，还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
发挥应有作用。”保罗说。

如何让政府与市场作用有机
结合？良好的竞争管理必不可
少。保罗表示，在市场竞争中，政

府先行先试，根据最新的形式变化
采取措施。在发挥全面协调作用
时，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一些经济
获益较高、但对社会没有好处的企
业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激发社会上每一个
人的“归属感”，也是实现城镇化的
重要基础之一。“在政策的实施与落
实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其中，如
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培
养社会归属感这些方面，政府发挥
的协调作用至关重要。”保罗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怡 见习记
者 邱静静）与世界对话，谋绿色发展。7
月16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
层论坛在成都拉开帷幕，继2017年、
2018年成都成功承办两届“国际城市可
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后，这场聚焦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高层论坛，再次吸引了全球
目光。

“城市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
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苏伟表示，目前
各个国家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城市化
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各国国际合作的广阔
空间，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能
够为城市化后发国家和地区提供有益借
鉴。

在主题演讲环节，十二届全国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围绕“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可持续城市发展进行探讨。他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虽然在性质和范畴有所
不同，但双方有很多共通之处，可以形成
协同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可通过推动减贫
和应对气侯变化，拓展发展融资渠道，成
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重要平台。”
彭森提出，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国际合作，
推动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产能合作，
也能为倡议实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个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
于能否实现产业体系与资源禀赋相配
合、城乡区域相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相融
合。”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成都坚持以绿色理念塑造
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形态，积极探索因生
态价值转化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径，打造山水生态，天府绿道，乡村郊野、
城市社区、人文城市、产业社区六大公园
城市新场景。

当前，四川正深入实施“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大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新型城镇化为
引领，着力优化城镇格局，提升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会议现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
发展中心和联合国人居署发布了成都可
持续发展导则，公布了第二期国际可持
续发展试点社区，此次入选的两个试点
社区为北京朝阳区双井街道和成都蒲江
县明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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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罗默：

城镇化需要
市场与政府相辅相成

2017年，首届国际城市可持续
发展高层论坛在成都开幕，成都与
阆中市同时入选国际可持续发展
试点城市。时隔两年，第二期国际
可持续发展试点定为北京朝阳区
双井街道和成都蒲江县明月村，从
城市变为了社区、乡村，为什么会
有如此转变？

“成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
是绿色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
主任邱爱军表示，成都近年来大力
推进建设的天府绿道，从最初的环
城生态带，到建设“可进入、可参与、
景观化、景区化”的天府绿道，再到
发展绿道经济，大大改善了人居环
境，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可持续发展试点从大的
成都市转变为小的蒲江明月村，却
又意味着另一种创新。

“与很多国外城市相比，成都是
一个范围广阔的城市。”邱爱军认
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当前热点，成都
涵盖了发达的城市地区和生态的农
村地域，而这次将目光对准蒲江明
月村，正是看中了它的创新经验。

“针对可持续发展，明月村拥有
很多创新之处。”邱爱军说，例如，利
用本地材料创新性发展，以及一些
制度的创新，都值得借鉴。如果北
京双井街道和成都明月村的可持续
发展经验能够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对于国内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
振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副主任邱爱军：

试点街道和乡村
将形成可复制经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见习记者 邱静静

论坛开幕式现场。

刘彬和女儿。

刘彬。 刘彬看过的各种育儿书籍。

Cheng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