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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四川社科馆、

四川大剧院三大项目开工。 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3个文化项目

估算投资共约23亿元。 项目的开工建设将

改善和提升四川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省级文化中心

将成天府新区新地标

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位于天府新区

新川科技园，紧邻红星路南延线。该项目占

地120亩，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估算

总投资约12亿元，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

省政府投资最大的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建成

后，她将成为天府新区的标志性建筑和现代

化的文化综合体，为四川省文艺创作和对外

交流搭建起一座高规格的展示平台。

据了解，该省级文化中心主要由文化

演艺中心、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和文艺家之

家三个子项目组成，包括1400座的大型剧

场、音乐厅、曲艺书场、室内群艺广场、文

化馆、多功能厅、文艺展厅、藏品库等。

记者了解到，在此前公布的3套建筑设

计方案中，“管弦乐器”式最终胜出。其建

筑形态受到古代金沙和三星堆文物优雅曲

线的启发，曲面外墙如同包裹的蜀锦徐徐

展开。

四川社会科学馆

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

四川社会科学馆选址在双流华阳

镇，位于锦江路四段399号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内，东临剑南大道元华路段，南

接华阳的双华路，属于“天府新区”核心

区域。

根据规划， 四川社会科学馆总占地

面积30亩，包括展示厅、成果鉴定中心、

研究中心、集藏库、多功能厅、学术交流

中心等，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估算

总投资1.9亿元，将面向公众开放。该项

目旨在整合四川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增

强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后劲，提升四

川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记者从效果图上看到，四川社会科学馆

由一栋16层72米高的方形塔楼，3层18米高的

方形裙房组成，中间采用镂空设计，意在构成

一个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以“虚怀若谷、有

容乃大”的理念体现社会科学“百家争鸣 百

花齐放”的方针。

四川大剧院

预计2015年完工

伴随了成都人民25个年头的国家甲级剧

院———锦城艺术宫，将搬迁至人民中路1号附

2号，并更名为四川大剧院。落成后的四川大

剧院将由一个大剧场

（

1601

座）

、一个小剧场

（

450

座）

和一个多功能厅

（

350

座）

组成。其规

划总建筑面积约为5.9万平方米，估算总投资

约9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具备接待国内外优

秀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的综合性、规模性、专业

性的多功能公共文化服务基地。

据了解，四川大剧院最后敲定了“汉风

蜀韵”的建筑风格，墙面以“四川大剧院”为

主题形成篆刻窗花，剧院入口的内置广场内

将延续锦城艺术宫的文化符号，将文化历史

各阶段图景通过线刻画表现出来。该项目与

天府广场周边即将建成的四川省图书馆、美

术馆、成都市博物馆，以及广场整体风格协调

统一，采用别具汉风蜀韵的建筑风格，充分展

现天府成都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锦城艺术宫总经理彭家攀告诉记者，

“预计2015年完工。”

访谈

小剧场 炫舞台

艺术宫变大剧院 更“潮”了

“四川大剧院将建在天府广场旁原来老

电信钟楼所在的位置”，锦城艺术宫总经理彭

家攀告诉记者。“现在一些时尚白领喜欢小剧

场的演出，而锦城艺术宫现有的演出厅并不

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但新的四川大剧院内，就

会拥有一个

450

座的小剧场。”

越来越多的舞台剧、 音乐剧来到成都

巡演，但目前艺术宫的舞台形式相对单一，

而新的大剧院则会改变这一现状。“我们规

划了一个直径

12

米、另一个直径

8

米的联动

式舞台，更适合

LED

屏幕的使用 ，为观众带

来有冲击力的视觉体验。”

落成后的四川大剧院内还配套设立餐

厅、咖啡厅、游艺动漫、画廊等文化配套设施。

成都商报记者 张疏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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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省级文化中心开建

到城南新地标

看戏赏乐听曲艺

目前，四川移动用户已突破5000万，

为什么这么多用户选择中国移动呢？答

案很简单， 依托中国移动强大的网络覆

盖能力， 移动客户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

访问互联网络，享受丰富的网络资讯。据

了解， 中国移动早在10多年前就推出了

手机上网服务， 是国内率先推出手机上网

网络服务的运营商。 通过多年来的不断优

化、 升级， 中国移动手机上网业务内容丰

富、登陆便捷、网络成熟。而目前，四川移动

推出“流量大回馈，夺金送大礼”活动，移

动用户手机上网累计流量可获取金币，凭

金币就能参加抽奖或兑奖，发送DJ到10086

即可参与。５元流量套餐（含30M全年/半

年套餐/促销包） 用户发送KTLLZS30到

10086， 当月即获赠30Ｍ流量；10元流量套

餐 （含70M全年套餐/促销包） 用户发送

KTLLZS70到10086，当月获赠70Ｍ流量。

开门红 选移动 手机上网 1折风暴

新年即将来临，辞旧

迎新之际，人人都盼着领

红包讨吉利。现在，四川

移动的用户们有福享啦。

四川移动推出 “流量大

回馈， 夺金送大礼”活

动，移动用户手机上网累

计流量可获取金币，凭金

币就能参加抽奖或兑奖

……各种大奖等你来抢！

流量用得越多，所获活动

金币越多，抽奖、兑奖几

率也就越高。 不仅如此，

手机上网完全不用担心

流量超套餐，因为四川移

动为手机网虫们量身推

出 “超套餐流量一折

享”，活动时间截止到今

年12月31日， 移动数据

流量套餐用户可享受超

套餐流量单价0.001元

/KB的活动优惠，手机冲

浪丝毫没有心理压力。

无论想了解国际大事， 还是想知晓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城小事”，手机报

都能为你及时奉送， 根据个人喜好随心

订， 每日精选新鲜资讯， 随时随地随心

看。 手机报是中国移动与国内主流媒体

合作的一项自有增值业务， 它以彩信通

信方式为主，以wap方式辅助浏览，向客

户提供新闻、娱乐、时政、生活、体育、文

化的及时资讯服务。 目前中国移动手机

报业务已倍受人们追捧。 四川移动用户

更是对四川手机报等业务颇为关注。

据了解， 四川移动手机报是由四川新闻网

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合办的四川手机报-

地市新闻版业务，立足四川本地，分别面向

四川22个地区移动手机用户， 以及全国移

动手机用户，发布当日四川各地新闻消息，

让用户能及时了解四川各地新闻。 中国移

动手机用户发送短信sc到10086，根据短信

提示操作开通，5元/月即可订购，前两月享

受话费赠送。

即日起， 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开通四川

手机报、 华西手机报-城市以及新农通市

场版等手机报业务， 即可享受当月自动话

费优惠，不退订还可连续享受2个月话费赠

送呢。

订购方式：

发送

SC

到

10086

即可开通四川手机

报

发送

HXCS

到

10086

即可开通华西手

机报

-

城市

发送

S

到

10086

即可开通新华本地手

机报

-

新农通市场

（了解详询请拨打

10086.

） （庞健）

作为资深的手机网虫兼上班族，每

天晚上11点过忙完了所有工作， 懒在家

里的沙发上是最惬意的时段。到凌晨1点

左右，是李林和朋友们手机上网玩游戏、

刷微博、玩微信最密集的时段。作为工薪

阶层， 手机上网当然得考虑流量费用是

否划算。最近，在朋友的推荐下小李办理

了四川移动“闲时套餐”，顿时大呼过瘾，

再也不担心流量超标的问题了。

原来，即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只要

移动数据流量套餐用户（比如：移动数据流

量5元、10元套餐； 移动数据流量30M、70M

全年套餐/促销包等） 发送ktxstc3/5/10到

10086或拨打10086就能订购流量闲时套

餐， 限每日23:00-次日7:00的省内区域使

用。 费用相当划算， 月付3元享有100M流

量，5元200M，10元500M，满足网虫们普通

上网的需求绰绰有余。 用户还能方便查询

流量情况呢，发送短信SY到10086，就能查

询包括闲时套餐流量在内的上网套餐剩余

流量。

手机上网闲时套餐 夜间百兆流量敞开玩

流量大回馈 多重大礼等你拿

精彩业务推荐———

掌握最新资讯 手机报订购享好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