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30日， 成都在去年新增的7个

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城市中， 率先开

通运行骨干直联点。直联点有何好处？本报

记者近日专访了四川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了解到成都骨干直联点建成后，将扩

大整个宽带的容量， 而且由于数据不再需

要在北上广绕行， 网速将得到显著提升，

“尤其是网络互访，即联通、移动、电信用户

互访。”

数据不再绕行 网速显著提升

据介绍， 在去年增设的7个国家级骨

干直联点，不仅数量上有大幅增加，也将

扩大整个宽带的容量，这一计划为“宽带

中国”的内容之一，是要在互联网三大运

营商之间建立连接的“立交桥”，而如今，

设在成都的这座“立交桥”已经建成，开

始发挥功效。

上述负责人介绍，经过半年的努力，项

目累计投资2.63亿元， 按计划于6月30日首

批建成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并投入

试运行， 目前网间互联带宽能力达到

1200G，已开通110G。

数据显示，今年下半年以来互联网网

间通信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据统计，直联

点试运行后，我省网间忙时访问平均下载

速率提高了近一倍，网间忙时平均时延减

少63%，各项网络指标与北京、上海、广州

接近。

借助直联点 集聚网络优势

今年10月，成都、攀枝花、阿坝州与北

京、上海、广州等39个城市（城市群）一起，

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批准为“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四川成为中

西部入选城市最多的省份。

成都成为直联点后，最受鼓舞的是云

计算企业。省通管局正积极督导各基础电

信企业，加快建设中国电信西部信息中心

二期工程、中国移动西部数据中心、中国

联通互联网数据中心成都基地等项目，推

出智慧旅游、智慧舆情平台、天府云商、居

家养老、 数字城管等行业信息化应用平

台，完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业务应用平

台和网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撑智慧城

市发展。

“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云储存、大数据

处理产业。”成都移动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张

正刚分析，过去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有骨

干直联点，“成都正式开通骨干直联点，等

于为成都的企业减少了成本。”预计接下来

将有大批云计算、 大数据型企业向成都聚

集。不仅如此，张正刚还认为，大数据处理

速度加快的背后， 人们看电影、 听音乐的

“缓冲” 时间也会大大减少，“这也将促进

改善整个网络环境，促进信息消费。”

成都直联点带动四川网络提速

在省通管局看来， 成都的骨干直联点

建成后， 有利于加速整个四川的宽带信息

网络宽带化进程。截至9月底，省际直联城

市达到26个， 省际出口带宽从4995G增至

8385G，增幅67.8%；全省FTTH（光纤到户）

覆盖家庭约1500万户， 用户近481万户，全

国排名第二位，20M以上接入速率的用户

占比超过31.1%，全国排名第二位，宽带品

质及用户感知得到极大提升。

未来， 成都还将继续大力发展宽带应

用基础设施， 指导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加快

数据中心建设， 打造支撑经济发展和服务

社会民生需要的关键基础设施； 依托三大

运营商数据中心和增值业务基地， 引导吸

引全国软件服务商、 内容服务商和信息服

务商聚集四川，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部署各种信息

化应用项目， 鼓励各行业利用公共数据中

心资源，实现应用服务整合、信息共享，逐

步形成全方位的产品和服务供应体系。到

2015年底，新增1万个数据机柜，形成2万机

架服务能力。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数据不再绕行北上广 四川网络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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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公开征集新标识

一经采用，即付稿酬2万元

作品发往hr@chengdu.cn或上传至

网站首页专题页面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讯

近日，成都传媒集团

发布5大核心新媒体产品，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chengdu.cn）再度出发，以

改版后的全新面貌出现在集团新媒体序列中。

网站现面向社会征集新标识，一经采用，即付稿

酬2万元。

新标识征集期为11月12日~12月20日。12月

21日~27日，成都全搜索将对征集的标识进行评

选，并于2015年元旦启用新标识。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是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主

管，成都传媒集团主办的市级新闻网站，成立于

2006年，2010年1月1日，网站改版为成都市新闻

门户网站，及时为网友呈现本地、国内、国际、各

个行业和领域的最新资讯。经过4年发展，全搜

索已成为本地最大的新闻门户和社区生活门户

网站。

2014年，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再度改版，突出

本地新闻的及时报道，推出“全叔百科”、“传

真机”、“掘图”、“鸦雀有声”等新栏目，呈现

最新的网络动态、热点事件。

快更及时，慢更生动。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以

此为目标重装上市。 特面向社会征集符合改版

后网站气质的新Logo，描绘我们共同的家园。设

计稿请发往邮箱hr@chengdu.cn或上传至征集

专题（http://top.chengdu.cn/acts/2014_logo/），

作品需为原创，并附创意说明、作者姓名、联系

方式。

若以成都市区为圆

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画

出一个圆圈， 其内散布着

四座特色鲜明的古镇，均

已在时间的纵轴上静立

1000多年。

安仁声名在外。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博物

馆小镇”， 拥有保存完好的27座中西合璧的老

公馆、35座博物馆、16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800余万件藏品、179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这一连串的数字足以吊足游客的胃口。

洛带，全镇90%以上属于客家人，因而洛带

古镇也形成了距成都最近的“客家方言岛”，保

存着较完整的客家文化。镇上的广东会馆、江西

会馆、湖广会馆、川北会馆四大会馆和客家博物

馆，显示着洛带古镇鲜明的客家特色。

如果你到平乐古镇， 当地人一定会用文君

酒招待你。“一曲凤求凰， 千载文君酒。” 西汉

时，临邛（现为邛崃）富家女卓文君为了追求真

爱，离开权贵之家，与司马相如当垆卖酒，成就

一段千古佳话。

古街、古巷、古宅、古寺、古渡、古衙门……

号称黄龙溪的六大古意。 人们都知杜甫的千古

绝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却

少有人知，从成都出发的“万里船”，第一夜便

是宿在黄龙溪。正因此，黄龙溪形成了“朝出锦

官城，夜宿黄龙溪，日有千人恭手，夜有万盏明

灯”的繁华景象。

在鲜有亚洲面孔的国际

时尚领域， 成都品牌后发

赶超， 让国际T台刮起一

股强劲的中国风。 意大利

佛罗伦萨男装展， 罕见亚

洲品牌身影，令人惊喜的是，源于成都的雷迪波

尔改写了历史。同样，成都高端女鞋品牌sheme

也把时尚带到国际舞台，“魅惑女爵”系列鞋款

曾被德国皮革及鞋类博物馆馆藏。

国际品牌近几年纷纷抢滩成都。年初，成都

国际金融中心正式投入营业， 选址最繁华的春

熙路商圈，引入了路易斯威登、香奈儿、迪奥、普

拉达等一众国际高端品牌。

在服装设计师孙瑞看来， 成都具有让品牌

良性生长的土壤。“这里历来就是艺术家扎堆和

定居的地方。”而成都的艺术家也具有与时尚跨

界合作的意识。周春芽油画创作中的经典意象桃

花，就曾融入独立时装设计师华娟的时装之中。

如今，成都时尚产业快速发展，也亟须更

多与国际接轨的平台。今年7月，“2014成都国

际时装周”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举行。来自乌

克兰、西班牙等地的12位国内外新锐时装设计

师汇聚蓉城，提前演绎了本季秋冬风情的时尚

潮流。

本月底

钒钛专家“论道”攀枝花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楠 江龙）

昨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获悉，中国（攀枝花）钒钛产业

博览会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投资洽谈会将

于本月27~30日在攀枝花开幕。据了解，本届博

览会以“创新驱动发展，钒钛改变未来”为主

题，以“引领产业聚集，拓展市场空间”为目标，

以钒钛产品和专业技术博览会及攀西战略资源

创新开发专题招商活动为重点， 着力打造全国

钒钛产业开放合作的最大窗口和重要平台，推

动全国钒钛产业的加速发展， 再添攀西试验区

建设的新引擎。

“就是要打造一个开放的平台，通过主题论

坛等系列活动， 为攀西试验区创新发展寻找政

策空间和实现路径。” 本届博览会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将邀请院士、国内外专家、企业家

代表参会，通过聚集一大批科研人才，以攻克钒

钛方面的难题， 使得攀西试验区能够成为一个

揽人吸金的“洼地”。

目前确定的参会企业已经超过1100家，包

括美国杜邦、宝鸡钛业、宝钢特钢、中国重汽等

大型集团；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中国科学

院院士曹春晓、 国际钒技术委员会主席DaviD

在内的20余位业界顶级专家都将出席参会。

2013年2月25日，澳大利亚前任驻华大

使芮捷锐被正式授予 “成都荣誉市民”称

号，以感谢他在任驻华大使期间，为推动成

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所做出的

突出贡献。 芮捷锐自2007年至2011年担任

驻华大使期间， 亲眼见证了中澳两国在经

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发展，成功

推动澳新银行进驻成都， 在蓉建立了中国

的第一个、 亚太地区的第三个后台服务中

心， 并为澳大利亚最终选择在蓉设立总领

事馆做出了杰出贡献。

偏爱川菜 独爱麻婆豆腐

“我到过四川十几次，绝对是到访次数

最多的中国省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芮捷

锐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四川成都的喜爱，“成

都休闲生活、美食、自然风光我都有好感。”

据了解， 芮捷锐这个中文名字也是在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帮助下， 经过千

挑万选最终确定的。

2010年初， 芮捷锐亲自带着一支澳大

利亚电视制作团队来到中国， 拍摄各大菜

系的专题片， 在这个专题片中第一集就是

“川菜”，“因为偏爱川菜，特别是麻婆豆腐

和担担面，呵呵。”

如今，他已经进入商界，担任着三家澳

交所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 以及麦理格集

团大中国区副主席、 阔思律师事务所的中

国业务部主席。此外，他还创立了芮捷锐及

顾问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力促总领事馆落户成都

2012年澳大利亚在蓉设立总领事馆获

得我国外交部批准，并于去年顺利开馆。

这一事件的“幕后功臣”不仅有澳大

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芮捷锐也功不可没。芮

捷锐任职期间， 一直主张和推动澳大利亚

政府选择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离任前，他

曾许诺， 卸任后将继续力促澳大利亚驻成

都总领事馆的建成。果然，他没有食言，卸

任后的他，以“白皮书”的形式向澳大利亚

时任外交部长力荐成都优势， 最终促成澳

政府宣布在蓉设立总领事馆。

而成都的国际友城珀斯，也是芮捷锐

“引荐”的。

离任仍为澳方企业来蓉当向导

芮捷锐在驻华大使任期内， 就一直致

力于为澳蓉企业合作牵线搭桥。 经过芮捷

锐搭桥牵线，2010年9月，世界500强企业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澳新银行”）进驻成都，在成都建立了中

国的第一个、 亚太地区的第三个后台服务

中心。而后，澳新银行还进一步扩大在高新

区的后台运营中心规模。

此外， 他还帮助成都地奥等民营企

业参与澳洲矿业投资合作， 鼓励和支持

四川白酒企业扩大在澳洲的影响， 支持

了全球自控控制技术先驱MOX集团与

成都的合作。

离任后的芮捷锐多了一重企业家的身

份， 因此他更是多次带领企业代表团来蓉

考察，寻找商机。前不久，芮捷锐推荐了世

界500强企业澳大利亚西农集团来蓉考察，

目前成都与西农集团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协

商，以促成合作项目的最终落地。因此，芮

捷锐在离任后仍被成都评为 “成都荣誉市

民”，可谓实至名归。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6月9日， 美联航正式开通旧金山至

成都定期直飞航线；“蓉欧快铁” 荣获

“中波友好合作奖”，成为国内开往欧洲

最稳定的定期班列； 空港保税物流中心

（B型）获批；成都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

联点正式开通运行……今年以来， 成都

在统筹建设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方

面，捷报频传，在建设对外综合运输大通

道、国际区域性物流中心、国家开放口岸

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从欧洲到北美

打通空中丝绸之路

开行更多直抵各大洲航空枢纽城

市的直达航线， 加密成都国际航线网

络，连接欧亚通达国际是成都努力的方

向。因为成都知道，打通空中航道就像

是打通一个现代的空中丝绸之路，人流

动起来、货流动起来，经济才能火速发

展起来。

今年6月9日， 成都直飞旧金山的航

线正式开通，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广

州之后中国第四个正式开通直飞美国航

线的城市。 成都天空上的触角正式伸到

了北美洲， 在布局国际航线网络上再下

一城。从阿姆斯特丹到阿布扎比、伦敦、

旧金山，再到有望年底开通的莫斯科、斯

里兰卡等航线， 成都的国际航线网络正

在加速布局：增加欧洲航线，连接中东、

大洋洲，覆盖亚洲热门城市。

市物流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当

前，成都机场已开通客货运航线230条，

其中国内航线157条， 国际及地区航线

73条，通航国内外城市172个。在航线快

速加密的同时，成都与外界的经贸往来

也日益频密，从2010年至2013年，国际

旅客吞吐量在三年间的增长率也高达

155％，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内地航空

第四城。

成都， 联通世界的蓝图正在逐步

显现。

依托“蓉欧快铁”

打造亚欧转运中心

成都与世界联通，并不满足于航线

一个方面，而是另辟蹊径，开通了国内

目前最稳定、 运货量最大的国际班

列———蓉欧快铁，将成都塑造成为中国

西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交往的新

起点、新中心。截至9月底，蓉欧快铁共

开行了66列， 运送箱量达到2713个，占

到了我国从阿拉山口出境的所有列车

的四成以上。

目前， 成都已经正式启动了亚欧转

运中心建设，配合“蓉欧快铁”的运行，

启动了班列两端（成都青白江和波兰罗

兹）转运中心建设的前期工作。全面启

动亚欧（青白江）物流贸易中心项目规

划及招商工作， 力争年内开工建设。此

外，空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已于今年

6月通过了成都海关的预验收，正等待国

家海关总署的最后验收。

在口岸建设方面， 成都也取得了巨

大进展。4月21日， 国家口岸办正式批复

成都铁路口岸为临时开放口岸；9月11

日， 国家质检总局同意在成都铁路口岸

筹建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整车进口口岸、

水果进境指定口岸等专项口岸申报工作

正在推进。

4G用户超过60万

光纤用户突破150万

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 有了联

通世界的交通网络， 还需要有直达国际

的通信网络。

截至当前，成都已经协调推进移动、

联通IDC项目和成都云计算中心开工建

设； 加快推进4G通信网建设，4G用户总

数超过60万户；促进光纤宽带普及应用，

全市光纤宽带用户突破150万户。

看电影听音乐 “缓冲”时间大减

成都开通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四川20M网速以上用户占比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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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荣誉市民故事

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全面推进成都国际化进程

今日点击：统筹建设国际区域性交通通信枢纽

制图 邬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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