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倒计时
口号、会徽、吉祥物发布

一组好的口号、会徽、吉祥物，
不仅能为大型赛事增色，还是举办
地最闪亮的名片，展示其竞技精神
与城市气质。

发布会上，成都大运会的中英
文口号正式发布——中文口号是

“在成都，成就每一个梦想”，其相
对应的英文口号是“Chengdu
Makes Dreams Come True”。

现场，2008北京奥组委官方顾
问单位、奥美集团中国区经营合伙
人，成都大运会口号、会徽、吉祥物
评审委员会成员周晓俊先生解读了
成都大运会口号、会徽、吉祥物的内
涵和意义。他介绍，本次大运会会
徽主体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应英
文首字母“U”的基础上，结合了天府
文化象征元素之一的太阳神鸟。会
徽由大红、明黄、翠绿、湖蓝四个渐

变色块组成，对应成都大运会绿色、
智慧、活力、共享的办赛理念，并与
国际大体联标志元素一脉相承。

大运会吉祥物是一只名叫“蓉
宝”的大熊猫。除了手中“31”字样
火焰的大运火炬，蓉宝的耳朵、眼
睛、尾巴也呈现火焰形态。

在周晓俊看来，“本次大运会
口号、会徽和吉祥物所传递的美学
理念是很丰富的，向外界传达了成
都致力于办好大运会的决心和全
力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的愿望。”

口号、会徽、吉祥物亮相，意味

着大运会近了，正如中国美术家协
会平面艺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平面
设计家协会会长陈小林所说：“口
号、会徽、吉祥物是从各国嘉宾踏入
成都开始，就能感受到成都的城市
活力与大运精神。”

设计全解析
每个细节都体现“天府文化”

口号、会徽、吉祥物亮相，也意
味着，天府文化为国际赛事赋能，

碰撞出更大品牌影响力。
记者获悉，此次口号、会徽和

吉祥物遴选历时3个多月，共收到
来自全球超过 7000 条口号、近
2000件会徽和近1000件吉祥物
的投稿。在经筹委会评审委员会
的初评和终评工作，全民网络投
票，网络点赞活动和专家专业把
关、优化设计后，才正式诞生。

每一处都体现了“成都味儿”
“天府文化”。

会徽设计选取了古蜀文明与
天府文化的象征元素之一——太
阳神鸟。在古代太阳神鸟承载了
人们追求光明的渴望与决心，希望
彰显天府文化中自强不息、昂扬向
上的积极精神面貌。

同时会徽设计还巧妙融入了
“凤凰”这一中国文化中的特色元
素。图形左侧以圆弧切割的方式
抽象化“凤首”，右侧以融入火焰元
素的形式抽象化“凤尾”，描绘出一
只活灵活现盘旋在天际的瑞鸟。
凤凰不仅蕴藏了涅槃重生的坚韧，
也寄托了放飞梦想的希冀，与大运
会“在成都，成就每一个梦想”的口
号完美契合，向全世界送出来自中
国的美好祝愿。

和会徽类似，倍受外界关注的
大运会吉祥物同样一眼就能看出

“成都范儿”，是以熊猫为原型创作
的“蓉宝”。

被盛誉为“国宝”的熊猫是
成都极具特色的对外传播标识
物，是天府之国享有极高知名度
的个性名片。据悉，蓉宝面部构
思参考了传统艺术瑰宝——川

剧的脸谱样式，是川剧这一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一次与时俱
进的创新体现。蓉宝耳朵、眼
睛、尾巴皆呈现火焰形态，具有
丰富的内涵寓意。

品牌经营战
超100款特许商品全球发售

当天，成都大运会官方发布了
特许经营计划，众多品类超100款
具备天府文化特色的特许商品首
发亮相，琳琅满目的特许商品不仅

“有文化”、兼具环保实用性，还更
加“国际范儿”！

接下来，成都大运会特许经
营还将携手超一线品牌，国际知
名艺术家及设计师共同打造合作
专款产品，联合国内外人工智能
领军企业研发智能智慧系列特许
商品，还将充分结合大运会主体
彩票推出系列趣味性产品，预计
后续累计上新会超过 1000款特
许商品，面向全球发布销售。而
这也是成都大运会品牌经营战略
的重要一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

泸州江阳区
规范企业岗前技能培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就在这个
12月，成都市西汇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德冠
物业在北京顺利挂牌新三板(证券代码：
873376)，实现了郫都区属国有板块实现了
资本市场零突破。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德冠物业的
成功挂牌，是郫都区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参与市场竞争的转折，为推动郫都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新路径、搭建新平台。

事实上，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招
投标工作方面，西汇公司采取多种手段效
防控招投标风险。“使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增加管理储备。”西汇公司相关负责人
透露。

具体而言，在提升招投标人员风险意
识，西汇公司定期开展警示教育和《招投标
法》等法规法律学习；同时委派招投标人员
参加招投标专业培训，提升员工专业技能。

在制度管理上，该公司建立了《招标代
理机构从业人员工作职责和纪律》《招标人
管理制度》《企业采购开评标现场监督管理
制度》等制度，对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人
员、开标现场监督以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
降低招投标风险。

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公司所有开标项
目严格按照公司“三重一大”要求，提交公
司党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审议确
定。针对每一个开招项目，落实具体责任
人，细化责任，提升招投标人员责任意识，
减少招投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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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易路勇 罗国会 见习记
者 佘翔 实习生 刘柯辰）12月30日，记者
获悉，泸州市江阳区纪委监委派驻区委组
织部纪检监察组，对综合监管部门重要岗
位、重大资金使用开展督查，在对江阳区就
业局2018年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例行
检查中，发现存在同一人员在不同企业重
复出现和培训签到表字迹高度相似的情
况。为何会出现重复参加培训？培训前审
核了吗？是否存在违规违纪情况？

纪检组对全区智能终端企业岗前技能
培训工作进行了全全覆盖督查。

原来，智能终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是
泸州全市为促进智能终端企业发展特别开
设的岗前技能培训，由企业自身技术人员
以“师带徒”方式，对新招聘员工进行现场
技术操作指导，随后由区就业局组织相关
专家现场进行技能实操鉴定考试；考试合
格后，区就业局按相关政策，向培训企业拨
付每人500元的培训补贴。

为此，检组要求区就业局对2018年全
年参加就业培训4000余人员逐一进行比对
清理。结果，清理出9家企业重复培训人员
35名，涉及培训补贴和生活补贴2.15万元。

“由于智能终端企业岗前培训是该市
特有的培训补贴项目，参培人员无法录入
省就业系统，加之培训人员流动性较大，区
就业局未及时对企业上报培训人员进行逐
一核对，导致员工在不同企业重复培训的
现象。”江阳区就业局局长陈应芳介绍。

江阳区人社局及时制定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规范智能终端企业岗位技能培训的
通知》等文件，对全区智能终端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约谈，对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免
职、调整岗位、辞退等问责处理，追回违规
发放培训经费4.3万元；并督促区内22家
企业健全完善了《培训管理制度》等相关
制度机制。

踏出实质性合作
内自同城化“一周岁”成果初现

2019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内江自贡两市始终把内自同城化
作为贯彻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
展战略的突破口，同城化发展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一年来，两市对口部门签订《内江
自贡公共图书馆发展合作协议书》《内
自同城化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合作协议》
《服务内自同城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等专项协议，在图书馆服务、卫生健
康、司法等方面力推同城化，医疗卫生
领域实现“六互”合作。已实现社保关
系转移接续、参保人员核查认证、权益
查询、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卡等方面同
城服务，两地接入异地就医结算平台的
定点医院60个、定点药店689个实现

“一卡通”结算。
同时，联合出台《住房公积金内自

同城化实施办法》，取消公积金贷款异
地户籍限制，贷款最高额度从30万元
提高到50万元，累计办理公积金缴存
职工异地购房贷款23户 682.3万元。
签订警务同城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以

“九个警务同城化”为突破口，构建新型
区域警务共同体。5月22日，两地在毗
邻地区开展首次联合执法，目前已出动
执法执勤人员110余名，查处违法行为
187起。

今年以来，内自同城化引起了广泛
关注，迅速成为省上关注的热点、人大

政协讨论的焦点、老百姓热议的话题，
热心民众在各大论坛及政府官网上纷
纷建言献策，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同城化
发展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和显现。

迎来四大战略红利
内自同城化要干几件大事

下一步，内自同城化发展将有何新
进展？抢抓战略红利、编制系列规划、
打造基础设施、加快产城融合、提升“同
城化”服务……接下来，内自同城化还

要干几件大事。
2020年，内自同城化将迎来四大

战略红利叠加，是落实省委“一干多支”
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全省两个“同
城化”之一。随着省“十四五”规划编制
的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有
望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长江经济带沱
江绿色发展轴规划的内自增长极，面临
较好机遇。

在2020年，内自同城化还有不少
重点工作任务要完成，在2019年重点
任务清单基础上，初步确定了2020年
要开展六个方面重点工作。

据了解，这些工作包括巩固完善推
进机制、编制实施新区规划、加快项目
推进工作、优化提升公共服务、推进生
态环境联防联治、加快现代产业培育等
六个方面。

在这个框架下，内江自贡两市将巩
固联席会议等现有机制，制定完善工作
制度，建立新闻发布工作机制。争取内
自同城化发展重大项目纳入省“十四
五”规划和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做好
内自同城化发展相关规划的实施启动
工作。

同时，加快推进川南城际铁路内
江至自贡段建设，推进雅眉乐自隆铁
路预可研报告编制，加快内自快速通
道建设。

不仅如此，将继续推进公积金、医
保等同城化服务，建立两市教育体育共
建共享合作机制，建立卫生应急协作机
制和传染病联防联控等机制。打造川
南环线旅游精品路线。

内自同城化不断提速。(自贡市发改委供图)

内自同城化不断提速，图为内自快速通道项目开工仪式。(自贡市发改委供图)

内自同城化“一周岁”踏出实质性步伐：
文化卫生医疗社保司法警务全面达成合作

2019 年 11 月 21
日，内自同城化满“一
周岁”了。当天，拉近
内江自贡两市空间距
离的“内自快速通道”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此后，两市主城区之间
的通勤时间，将缩短到
20分钟。

自 2018 年 11 月
21 日，内江自贡签署
《推动内江自贡同城化
发展合作协议》以来，
一年里两市共形成 8
个方面的协议，开展9
个领域的合作，已在工
作机制、规划引领、基
础设施、产业布局、市
场体系、公共服务、生
态治理等方面深化合
作，内自同城化发展的

“实景图”愈发清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恪生

西汇公司强化招投标手段
规范招投标管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滕晗 柳
青 滕瑾）12月27日，《2019中国城
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报
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汇集我国
337座城市(自治州、地区、盟)在
Google News、 Twitter 和
YouTube等平台上数据，分析得出
综合指数，其中海外网络传播力排
名前三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市、北京
市、深圳市。第四名至第十名的城
市依次为广州市、成都市、武汉市、
天津市、杭州市、重庆市、西安市。

《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新媒
体传播研究中心、光明网、中国日
报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新闻与传
媒研究中心联合发布。

“《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我

们中国的企业、中国的高校和中国
的城市建立海外影响力，提供了一
个有效的路径指引。”北京师范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
表示。

《报告》显示，直辖市、副省级
城市和省会城市总体占据海外网
络传播力的前端。记者发现，今
年的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前三名
和去年一致，成都市在2019年则
跃居第五名。《报告》指出，我国中
西部新一线城市各方面发展及影
响力提升，城市发展潜力巨大，我
国东部与中西部城市发展差距进
一步缩小。

《报告》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
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北

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
任张洪忠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特别提出，“西部的一些城市，比
如成都，去年排在十二位，今年就提
到了第五位，（说明）它在社交媒体
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在地级城市（地区、自治州）中，
排名前十的依次是：阿里地区、无锡
市、珠海市、三亚市、东莞市、苏州
市、张家界市、佛山市、大理白族自
治州、常州市。

从每个省的城市海外传播力
平均得分来看，排名前十的省份
是：浙江省、江苏省、海南省、福建
省、山东省、广东省、河北省、云南
省、西藏自治区、辽宁省，城市海外
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整体较高。

其中，浙江省内海外网络传播力综
合指数最高的城市为杭州市，江苏
省内海外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最
高的城市为南京市。而黑龙江省、
陕西省、内蒙古、青海等地区的城
市海外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整体
较低且城市间差距较大。如哈尔
滨市是黑龙江省内海外网络传播
力综合指数最高的城市，大兴安岭
地区是黑龙江省内海外网络传播
力综合指数最低的城市，两者间差
距10.5倍。记者发现，四川省整体
排名第十六，在省内，成都市海外
网络传播力排名第一，乐山市、宜
宾市分别排名第二、第三。

《报告》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
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环，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一环，
在“一带一路”战略所搭建的开放
包容的国际平台下，不论经济、文
化、社会、旅游等方面都与国际联
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形象稳步提
升。三个城市群凭借政策优势成
为海外网络传播力的“高地”。

此外，中国城市GDP指数与
海外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之间呈
现强相关关系，将2019年上半年
中国城市的GDP指数排行与本次
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的调查
结果进行比较发现，2019年上半
年GDP指数排在前10名的城市与
海外网络传播力综合指数排名前
10的城市有9个重合。

发布会上，许魏洲受聘为成都大运会会徽、吉祥物的形象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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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成就每一个梦想
Chengdu Makes Dreams Come True

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口号、会徽、吉祥物正式发布

2019中国城市海外网络传播力建设报告发布

成都跃升至第五

成都2021年大运会再一次
向全球发布“合伙机遇”——12
月30日，成都大运会口号、会徽、
吉祥物及特许经营全球发布会
在成都大学大运村举行。

这一次，成都呈现的是一场
“带得走的大运”：口号、会徽、吉
祥物亮相，将“成都梦想”分享给
每一个人；特许经营计划发布，
推出精品“成都礼物”“大运礼
物”，让每一个人享受“带得走的
大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