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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昨日，
中国民航局发布的公示显示，川
航申请明年新开至特拉维夫、哥
本哈根、开罗、波士顿4条成都直
飞国际航线。这意味着成都与美
国之间即将再添一条直飞航线，
明年成都定期直飞美国的航点将

增至5个。而川航也将成为成都
首个通航五大洲的基地航司。

根据公示，川航向中国民航
局申请开通的4条国际航线分别
为：自2018年4月起开通成都-特
拉维夫往返客运航线，使用机型
为A330/A350，每周3班；自2018

年7月起开通成都-哥本哈根往返
客 运 航 线 ，使 用 机 型 为 A330/
A350，每周2班；自2018年4月起
开通成都-开罗往返客运航线，使
用机型为A330/A350，每周2班；
自2018年5月起开通成都-波士顿
往返客运航线，使用机型为A330/

A350，每周3班。
目前，成都已开通直飞美国

旧金山、洛杉矶、纽约三条航线，
海航最近已向中国民航局提交申
请计划明年6月起开通成都直飞
芝加哥航线。此次川航再次申请
开通成都直飞波士顿航线，这意

味着明年成都定期直飞美国的航
点将达5个，覆盖美国的东部、西
部和中部地区。这4条航线若如
期开行，成都至欧洲、非洲、美洲、
大洋洲将有至少三条直航洲际航
线，并首次把航点延伸到了北欧
和北非。

涂奕婷：王府井集团已经发
展成为拥有百货、购物中心、奥
莱、超市、便利店多业态的综合零
售集团。西南市场特别是四川地
区，是集团非常重视的区域。不
管是成都的两家店，还是去年在
南充新开的购物中心，都获得了

非常好的市场反响。
集团也一直在关注成都市场

新的发展机会，在南门天府新区、
成都东门和西门都在寻找合适项
目，期待未来王府井在成都能够
有更多新项目呈现。

（天府早报记者 李恩娴）

早报讯（记者 胡佳妮）12月6
日，成都市青少年宫在官方微信
发布了“关于成都市第十七届学
生优秀艺术人才选拔赛 成都市
第十九届蓉城少儿十佳艺术新
苗大赛 暂缓报名 ”的紧急通
告。消息一出，便引起了众多家
长们的关注。按照之前成都市
招考办关于中心城区初中学校
招生艺体特长生网上报名须知
规定，报考艺术特长生必须是成
都市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三
等奖及以上奖项获得者，然而这

项赛事才开始报名两天就被暂
缓，没有了“报名资格”，不少家
长开始对孩子的“小升初”升学
考试担忧起来。

当天晚上8点，成都市教育局
在其官方微博正式回应，表示将
进一步完善小升初艺体特长生招
生办法，让在学校艺术活动中获
奖的学生都有报名机会，并不再
以获得成都市优秀艺术人才三等
奖以上作为报名资格。此外，成
都市青少年宫负责人也表示，将
尽快公布赛事报名的最新进展。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记者
昨日获悉，今年来，为全面落实
从严治党要求，郫都区花园街
道紧密结合实际，紧盯重点领
域、关键岗位、重大项目，创新
工作思路，探索实施清单式程
序性项目化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以清单管理为基础厘清责
任链条。细化制定了《花园街
道党风廉政建设重点领域监督
工作责任分工图》，对拆迁安
置、环境治理、违建管控、项目
建设、“三资”管理等 14 个重点

领域的监督管理责任逐条进行
了细化分解。以风险防控为手
段拧紧廉政螺丝。全面清理职
权职责，排查岗位风险点、风险
成因，制定针对性防控措施，汇
编成《花园街道廉政风险防控
手册》，共印刷 100 余册分发至
全体街道、村（社区）干部，进一
步明晰了各重点领域程序性分
工的基础上，更为不同等级的
廉政风险实行动态监控、分级
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提供
了详尽的“操作说明书”。

王府井未来将在成都继续寻找新店机会
王府井购物中心副总经理解读商场核心竞争力

在新兴购物中心林立、若
干卖场关门的大环境中，6年
对于一个购物中心来说已经
不年轻了。但对于成都王府
井购物中心，数据显示2017
年该店前三季度销售额达到
了10亿元，同比增长7.5%。

王府井购物中心（即科华
店）逆势增长的背后有它们自
己的解读。早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科华店副总经理涂奕婷
——

成都国际航线“朋友圈”将再扩大，首次延伸到北欧北非

明年有望新增直飞波士顿等 4 条航线

成都小升初考试再变化：
不以人才选拨赛获奖作为艺体生报名资格

郫都区花园街道
探索实施廉政风险防控新机制

早报：成功的背后，如何塑造你们的核心竞争力 ？？
涂奕婷：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基

础和前提是要有清晰的经营方
向。其次，我们一直在强化对于商
品和顾客的运营能力和专业度，
这也是项目成功经营的关键。最
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支年轻、活
力、有凝聚力的团队，目前团队主
力为80后，90后也在快速成长，这
支团队才是我们竞争力的体现。

科华店的经营方向以满足城

市中产家庭品质生活方式为核
心。在呈现方式上我们希望既体
现百货业态在商品整合度方面的
优势，又能更好的融合购物中心体
验功能。商品方面，我将继续增加
集合店、旗舰店、首店布局，这会从
引进新品牌，及提档既有品牌方面
着手。体验功能以提升获客能力
目标，丰富餐饮、亲子、生活服务等
体验功能项目，优化消费体验。

早报：每年的王府井周年庆都受到关注，今年有什么值得分享 ？？
涂奕婷：这是我们全年最受瞩

目也是最重要的一档活动，去年春
熙店和科华店两店会员年终盛宴
累计销售突破了5亿。而今年，王
府井会员的权益将体现的更好。
我们将继续保证品牌参与度与商
品品质，争取品牌更优的力度和更

多的商品参与，让消费者在这三天
里能以真正划算的价格买到心仪
的商品。值得骄傲的是，王府井的
礼金券是相对含金量最高的。我
个人建议大家在预售期间做好“攻
略”，把商品选好，在活动当天一次
性结账就能节省不少排队时间。

早报：分享一下王府井集团对西南市场未来的规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