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新社 成都一聚 是关注英国脱欧的前沿

法新社昨日在《G20成员国警告英
国脱欧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一文中提
到，G20几个大国财长均表示，英国脱
欧公投提升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报道认
为，在成都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是关注英国脱欧的前沿。“英国脱

欧是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的一个具
体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员在会
议前的一份报告中说，它“难以控制，
很可能出现更多负面结果”。而官员们
在成都说，欧盟和英国在离开问题上
长期或激烈的谈判将加剧这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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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此次来成都参会的嘉宾，对成都的硬
件条件和会议服务都给了很高的评价。”昨天下午，四川国际会
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付文东向成都商报记者说道。

G20这样的国际性高规格会议，会对承办地的硬件设施和
软实力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而成都此次的交通组织、住宿接待
和志愿者服务都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成都完全胜任
大型国际会议承办地

“国际性大型会议，会对一个城市的硬件提出很高的要
求。”付文东称，一个国际性大型会议所选择的城市，必然是在
交通、接待、服务等方面有相当能力的。

去年，成都双流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达到4200万人次，开通
国际（地区）航线达85条。今年，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开工建
设，成都成为继北京、上海后又一个双机场城市。“就目前双流
机场具有的能力，承办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没有问题”。可
以想见，等第二座机场开通，成都将具有更强大的航空接待能
力，也可以承担更多、更大型的国际性会议、展览、体育赛事。

高水平的城市内部交通也是承担国际大型会议的硬性要求
之一。据日前成都市规划局公布的信息来看，成都规划了39条轨
道交通线路、总规模达2370公里的多制式轨道交通网络的远景
规划。道路方面，成都正在按照“窄马路、密路网”理念规划建设
城市道路，随着配套道路的不断完善，城市通达性将更加良好。

接待全世界客人，会议中心和酒店也是重要的硬件条件。付
文东介绍，会议中心与大型酒店距离应该适当，距离越近，参会
者所耗费的不必要时间越短。“在这一点上，成都较之前已有了
长足进步。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的硬件、软件条件都很出
色，承办大型国际性会议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新会展周边的酒
店也具有相当的接待能力。”付文东介绍。

“当然，如果要承办更大的国际性会议、展览，与会嘉宾大规
模同时到来时，就近集中安排参会者入住，需要新会展周边有更
多优质酒店资源。”

“在硬件条件上，随着近些年在城建上的努力，成都完全胜
任国际性大型会议的承办条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和信心。”付
文东称。

成都志愿者
给嘉宾留下美好印象

在付文东看来，志愿者的服务水平对一次大型国际会议的
成功至关重要。

“各国嘉宾到了一个城市，起居、交通和会议服务很多都是
志愿者在做。因此志愿者形象会是与会者对一国、一城人民的
最直接印象。”付文东称，就他得到的反馈来看，参会者对此次
会议的志愿者服务很满意。

为了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成都专门组织了超过
300人的志愿者服务队伍。这些志愿者都是过五关斩六将，优中
选优而来的。而成都作为一个有温度、富爱心的城市，在去年年
底，注册志愿者的人数就已突破150万，也即是说每10个成都
人中就有一个是志愿者。多年来，志愿者们用自己的爱心和努
力，服务着这个城市每一个需要关怀的领域，在重大活动中，都
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早在7月17日，服务此次大会的志愿者们就已进入会场，熟
悉酒店、会场的位置、路径。每个志愿者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就已将
会场情况烂熟于胸，相关路线都步行计算过十几次。“5楼餐厅到3
楼会议中心，加上等电梯的时间，需要5分钟。我们把时间尽量精
确，这样才能帮参会者合理安排好时间。”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

“个人认为，这次志愿者服务表现较出色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很好地做了功课，对服务对象都比较了解；二是对四川、成
都的历史、风物都比较了解，能向外宾做很好的介绍；三是通过
培训，志愿者的言行举止都较为得当，在会议中和会场外都展
示了很好的形象、素质。”付文东说。

在一个城市举办大型会展活动，肯定少不了市民的支持。“在成
都举办这样级别的会议，对我们城市和市民来说，是一件有荣誉感
的事情。成都人在多方面都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出了力，而且无
论是财经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是普通市民，都对会议比较关注，体现
了成都市民的国际视野。”付文东说。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硬条件

软实力

成都软硬实力获嘉宾点赞
完全胜任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怎样衡量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
度？举办高端国际会议是其中一个重
要的指标。7 月 23 日至 24 日，2016 年
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
都举行，这是G20首次走进中国西部。
在世界瞩目中，成都全方位展示了巨
大实力，诠释出此次会议落户成都并
非偶然，而是必然。

两天的会议，将给成都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和变化？西南财大金融学院
执行院长张桥云教授认为，在必将大
大提升成都城市形象、城市档次和城
市品位的同时，将提升成都对国外资
源、人才和市场的号召力和集聚力，有
利于优化成都产业结构，推进成都经
济发展提档升级。

成都城市特征
完美契合G20会议主题

在张桥云教授看来，成都具有创
新、活力、联动、包容四大城市文化特
征，跟G20会议的主题有很高契合度，
而在G20成都会议召开期间，成都也
完美地向全世界展示了经济、金融、社
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

“各地要主办重要的国际性会议，
涉及因素较多，由哪个城市举办需要
综合多种因素考虑，会议的内容和城
市特点的契合也是会议选址的重要因
素。”张桥云教授说，从古到今，成都从
来都是一个不缺乏创新气质的城市，
作为西部经济引擎，在经济、金融方面
的活力不言而喻。再说联动，不管是成
德绵协同创新，还是“成渝一家亲”，共
商、共建、共享发展一直是成都的发展

理念之一。
说到包容，成都的这个城市特征

也是全国闻名的。在张桥云教授看来，
在短短两天里，成都的基础设施设备、
社会文化素养、经济发展潜力得到了
充分展示，也证明了成都具备举办高
端国际会议的能力和实力。

G20会议将为成都
吸引更多项目资金人才

“参会嘉宾们亲身体会成都历史
文化的悠久厚重、社会发展的日新月
异，将会把他们在成都的所思所见传
播到更广泛的地方，必将为成都吸引
更多项目、资金、机构和人才等资
源。”张桥云教授满怀憧憬地说，“此
次会议必将助推成都的开放发展跃
上新高度！”

虽然只有两天时间，张桥云教授
认为，这两天将大大提升成都城市形
象、城市档次和城市品位，成为成都走
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
还将提升成都对国外资源、人才和市
场的号召力和集聚力，有利于优化成
都产业结构，从而推进成都经济发展
提档升级。

“在这两天时间内，世界顶级金融
机构的目光全部聚焦在成都，多行业、
多渠道的合作机会由此而生，会吸引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到成都建设中
来。”张桥云教授对此信心满满。此外，
他认为，借此次会议，成都向全世界很
好地展示了自己的人文、自然资源，对
于成都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更有一定
积极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路透社的报道依然聚焦在英国脱
欧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上。路
透社称来自G20成员国的财长以及央
行行长齐聚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探
讨如何面对英国脱欧决定加剧的全球
性挑战。文中说，中国这个世界领先的

经济体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进行更广泛的利益共享。G20会议是
英国脱欧公投后首次国际性大型会
议，也是英国新任财政部长哈蒙德·菲
利普的首次亮相。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严丹

路透社 G20将进行更广泛的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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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会议给成都带来了什么？
将提升成都对国外资源的号召力

美联社 促进增长 减少英国脱欧冲击

昨日，美联社以《G20各国承诺促进
增长 减少英国脱欧冲击》为题对G20
成都会议进行了报道。报道中提到，会
议在中国西部的成都举行。会议正值
全球经济微弱复苏，而英国脱欧公投
对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震动。报道认

为，20国集团发布的联合声明呼吁英
国和欧洲邻国之间保持“亲密伙伴关
系”。“20国集团成员国准备积极应对
英国脱欧公投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和金
融冲击”，“在未来，我们希望看到英国
成为欧盟的亲密伙伴。”报道中说。

7月23日至24日，2016年第三次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
昨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与会代
表在成都会场留下全家福合影。

“G20成都公报”、“英国脱欧”、中

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观点和看法
……G20 成都会议期间，关于全球经
济形势、国际税收合作等一系列议题
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主题和与会
嘉宾，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重点。

G20成都公报、英国脱欧、电子商务税收……

全球媒体聚焦成都
“成都一聚 是关注英国脱欧的前沿”

媒体聚焦媒体聚焦

国内媒体

新华社记者通过新华网络电视平
台，报道了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
会议上的观点和言论。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G20税收高
级别研讨会上呼吁，实现全球经济强

劲可持续平衡增长，G20应在完善全
球税收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不断拓
展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推动建
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
秩序。

新华社 G20应发挥引领作用

人民日报 继续关注“G20成都会议”

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昨日继续关
注“G20 成都会议”。人民日报在 2 版
对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
开幕进行了报道，并重点介绍了在
G20 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中方的观

点。人民网昨日以《财政部长楼继
伟：电子商务不收税不公平》跟进一
篇深度报道，归纳总结出，世界经济
增长的“药方”是什么、中国的哪些
做法被“点赞”。

光明日报 在成都可感受中国发展未来

昨日，光明日报在2版对“G20成
都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成都的吸引
力和软实力成为报道重点。

如此盛会为何选择成都？光明日报
记者通过采访与会代表解答道，“成都在
中国未来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未来。”
同时，光明日报还介绍了作为西部经济

大省的省会和中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国
家规划的“西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商贸中
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成都可
谓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集聚度最高的城
市。同时，成都亦成为中国西部改革创
新、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在更深入的层
面，回答了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
行行长会议为何落户成都。

国外媒体

“熊猫一天可以吃多少竹子？”“熊
猫的存活率有多高？”“这个食品为什么
叫‘三大炮’？”……昨日，参加2016年第
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部分
嘉宾，前往成都大熊猫基地，参观了慕
名已久的大熊猫。随后，嘉宾们又到香
格里拉酒店川菜展示区了解川菜文化，
并品尝了美味的川菜。嘉宾们纷纷为成
都点赞，“确实是最佳旅游目的地”。

在大熊猫基地，刚下车，嘉宾们就
兴奋地走向熊猫的生活区，出生于
2003年的熊猫“毛毛”正玩得开心，它
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大熊猫

“晶晶”的创作原型，还是为世界首张
大熊猫基因序列图谱提供测序基因的
熊猫，这份图谱的诞生填补了大熊猫
基因组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的空白，从
基因组的层面解释了大熊猫为什么爱

吃竹子。嘉宾们听了工作人员的介绍，
纷纷与这只“明星熊猫”合影留念。

熊猫基地绿竹环绕，嘉宾们大赞
“环境很不错”。进入大熊猫太阳产房
和月亮产房，嘉宾们更加兴奋。“熊猫
出生时大概多大呢？”阿根廷嘉宾们对
熊猫幼仔非常好奇，听说“它们每天平
均要长100克左右”，颇感神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嘉宾则被翻
滚的熊猫给逗乐了。第一次看到大熊
猫的巴西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
长路易斯·卡尔内鲁，提出的问题越来
越深入，除了关心大熊猫的数量，还咨
询了大熊猫在中国的总体分布情况以
及熊猫宝宝的存活率。他说，“就是同
一时间还有其他活动安排，也一定要
到这儿来，因为实在太有趣了”。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摄影报道

走进大熊猫基地 与大熊猫“亲密接触”
嘉宾点赞成都：确实是最佳旅游目的地

G20成都会议嘉宾与大熊猫毛毛合影

昨日，参加G20成都会议的部分嘉宾前往成都大熊猫基地，参观了慕名已久的大熊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