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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召开的市委全会提出，成都将
深入实施“蓉欧＋”战略，加快建设成都
国际铁路港，构建贯通欧亚的陆上丝绸
之路。对此，成都市口岸物流办主任陈
仲维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也意识到在
未来的发展中，“蓉欧＋”战略将对成都
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年我们将开行蓉欧快铁达到
400列，明年开行将达到1000列。”陈仲
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明年的重
点工作除了开行班列之外，还将努力
建设整个连接欧洲和泛亚的全物流体
系。除了向东、向西、向南通道建设好，
还要强化重要节点，努力构建在蓉欧

快铁开行三条线的基础上，外面拓展
两张网，在物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成都市口岸物流办来说，明年将
加快推进‘蓉欧＋’战略。通过各个部
门配合，加上物流办的努力，一定会在
2到3年里，把成都重要的铁路枢纽
——国际铁路港建设好！”

陈仲维还透露，在成都开通了到
波兰铁路班线之后，9—10月份还将开
通北线，即成都到俄罗斯的铁路班列，
同时现在已经在做成都到土耳其、中
亚的南线。这样，就在原来开到欧洲的
班线基础上增加两条线。今后便把成
都与整个泛欧，包括欧洲、中亚、西亚、
南亚通过这样一个体系连接起来。“目
前向南的土耳其班列已经跑了3次，马
上要固定下来。而向北的成都到俄罗
斯线，目前正在准备货物，在9月下旬
有望开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全会提出，成都在自贸区建设方
面，将重在探索内陆地区畅通国际贸
易的新机制，打造具有“一带一路”特
色的内陆自贸区。

对此，成都市商务委主任郭启舟
表示，在川设立自贸区，成都建设的
总体思路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营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为目标，发挥成都“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城市作用和向西向南“贸易走廊”
的地缘优势，立足内陆服务全国，承
东启西辐射亚欧，探索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促进内陆
地区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培育
内陆地区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把
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大开发
的动能转换区，融入“一带一路”的国
际装备制造与产能合作区，探索中国
与欧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开放先行
区，对接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压力测

试区，整合全球创新要素的创新创业
集聚区和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综合改革区。

具体来说，一是全面开放，特别是
从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方面来讲，把
原来在服务贸易领域限制比较多的提
出在成都先行先试。二是按照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扩大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扩大企业走出去的
步伐。三是在贸易自由化、通关便利
化、投资自由化方面，开放更多的市
场准入领域，特别是在生产要素方
面，能够更加高效、自由、便利。在自
然人移动方面，成都通过建设国际购
物天堂、世界旅游目的地，能够加强。
能够让四川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提
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四是围绕国
家创新驱动，把成都打造成内陆领先
的汇聚全球创新资源的高地。围绕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把创新驱动
作为整个自贸试验区方案的重点。五
是在市场经济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治理制
度，把治理框架与国际经贸规则进行
对接。在汇聚全球资源、要素、科技基
础之上，带动西部地区更快地融入全
球经济。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9月初的成都蒙彼利埃小
学校园，重新迎来孩子们欢快
的身影。刘婧鸿走在校园里，不
时有学生调皮地向她打招呼

“Bonjour”（你好），她总是笑着
用标准的法语回应，偶尔还会
纠正学生的发音。

这是蒙彼利埃小学第3学
年的开学季，刘婧鸿作为成都
蒙彼利埃之家的负责人，回校
园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如今，在
蒙彼利埃小学旁，又将建设一
所试水国际化的公办中学，预
计今年底设计动工。

“我就是成都和蒙彼利埃
友好交往的产物，在两座城市
之间求学、工作、生活，造就了现
在的我。”这个成都妹子长期承
担两城交流“民间使者”的角色。

文化使者
让法国人迷上成都

刘婧鸿初次踏上蒙彼利
埃，是借着成都市政府友好城
市的交流项目。作为选派的学
生代表，她在蒙彼利埃大学学
习了3年，并进入蒙彼利埃市政
府实习。随后，蒙彼利埃市政府
为推动两地交流，在成都设代
表机构，她也成为成都蒙彼利
埃之家的负责人。

在刘婧鸿的朋友圈里，选
择在成都学习、旅游、投资的法
国朋友越来越多。来成都大学
交流的克莱尔，迷上了川剧，回
法国时，已可以完整地唱一整
台川剧。曾是空姐的斯蒂芬妮，
在成都实现了设计师之梦，她
在成都设计的服装，远销法国。

“法国人特别喜欢成都，因
为在全中国的城市里，成都的
气质是最像巴黎的。”刘婧鸿
说，成都人爱生活懂生活，尤其
在当代艺术上独树一帜，让骨
子里流淌艺术血液的法国人很
着迷，而成都的美食也让来自
美食大国的法国人很留恋。

医疗使者
法国人排队来针灸

还在蒙彼利埃留学时，刘
婧鸿曾参观过全世界最古老的
医学院——蒙彼利埃医学院。
医学院里有一个植物园。站在
植物园里，刘婧鸿冒出了一个
想法：将来会不会东西方合作，
共同研究中医呢？

几年后，这个想法在成都实
现了。蒙彼利埃医学院前院长雅
克每年来蓉，都要去成都的中医
名医馆针灸。而由成都派去蒙彼
利埃交流的医生，则让法国医生
排着队来看针灸演示。刘婧鸿
说，成都中医传统深厚，西医又
有华西医院的金字招牌，正好蒙
彼利埃是西方医学的圣殿，以

“医疗”作为两地交流的名片，无
疑是最契合的。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蒙彼利埃之家负责人
刘婧鸿

我是参与者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我叫成都，
交游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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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绿色城市研究所副所长

高级城市规划师

都江堰市

昨日召开的市委全会提出，成都将加
快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加强对内、对外
双向开放，全面提升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
流合作紧密度，打造内陆开放型高地和国
家门户城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绿色城市研究所副所长、
高级城市规划师徐辉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成都
已经具备明显优势。

成都已成为向西开放的前沿

在徐辉看来，一座城市是否是对外交往
中心主要体现在领事机构数量、国际化会议
数量、入境游客数量、国际航线数量以及国
际友城和友好关系城市的数量等方面。他表

示，当前，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
大经济体国家，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社
会文化与科技教育等交往活动日趋频繁，故
而需要具有国际化担当的城市与全球其它
城市进行密切交流。领事机构数量、国际化
会议数量等指标可以体现一座城市的对外
交往程度。如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正带领三个沿海城镇群地区进入全球城市
体系的“顶端”，带动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与
世界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系。

他认为，建设好这样的对外交往中心
也有利于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
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
当前，国家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促
进沿线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成都的

战略价值和地位不言而喻，“一个不沿边不
靠海的城市，成为了向西开放的前沿。除了
航空，通过铁路通道可以向中亚、欧洲以及
南亚等地扩大开放合作，成为内陆向外开
放合作的桥头堡”。

成都建设对外交往中心 有良好条件

随着成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
合作程度的提高，工作在北京的徐辉也越
来越关注成都的发展。“外国驻蓉领事机构
15个，国际友城达29个，超过一半的世界500
强企业落户成都”，他说，这表明了很多国
家对于成都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认可。
另一方面，全球财富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
全球创交会、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等具

有很大影响力的国际性会议近年来频频选
择在成都召开也是一种证明。

“成都还有大熊猫、美景、美食”，徐辉
说，成都自然环境优美，历史人文独具特
色，这些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
牌，对成都建设对外交往中心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昨日的全会也提出，成都将落实国家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加强与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加快建设国家向西
开放门户城市。同时，提升对外合作交流水
平，争取设立更多驻蓉领事机构，发展更多
国际友城和友好关系城市，申办更多有影
响的会展活动、文化交流、体育赛事。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我是成都和蒙彼利埃
友好交往的产物”

市口岸物流办主任陈仲维：

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成都优势明显

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全会提出，都江堰市要着

力打造国际旅游名城。对此，都
江堰市委书记张余松表示，这
为都江堰指明了发展方向。“十
三五”期间，都江堰将全力以赴
打造1000平方公里的全域旅游
示范区。

他介绍，在山区将依托
山、水、道、熊猫四大旅游元
素，按照国家旅游局和世界知
名机构以及都江堰数次研究
的产业规划，分成不同的主
题，打造不同的文化旅游项
目。在城市，将坚持城市旅游
和旅游城市两手抓，使城市一
草一木都是旅游产品，一人一
室都争取成为旅游企业，让城
市便利、快捷和舒适。在农村，
将发展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对农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高
端生态的农产品，把农产品变
成旅游产品。

同时，“十三五”期间，都江
堰将引进1000亿元旅游项目总
投资，并全部投在1000平方公
里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区域。都
江堰还将引进1000家有体量、
有一定规模、符合旅游市场消
费、符合转型升级需要的旅游
企业，并通过1000家旅游企业
打造旅游产品和旅游设施，以
企业作为主体，实现旅游商业
形式的创新，旅游监管的创新，
使半日游、一日游、观光游，变
成深度游、度假游。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高 端 访 谈

都江堰市委书记张余松：

将打造
1000平方公里
全域旅游示范区

全会提出，成都要加快
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加
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全面
提 升 国 际 交 往 便 利 度 和 交
流合作紧密度，打造内陆开
放型高地和国家门户城市，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成都市
外侨办主任卢胜表示，建设
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就要坚
持“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珠
峰看成都”，推动全方位开放
合作。

“对外开放也是要双向
开放，就是要引进来，同时也
要走出去”，他表示，除了招
商引资，还要让成都的企业
走出去，其中也包括会展旅
游等，都要双向均衡，“比如
创交会，看能不能办到国际
友城去”。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市外侨办

市外侨办主任卢胜：

对外开放
要引进来
也要走出去

使使

命命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特别报道

7月23日至24日，2016
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
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
行，图为会议间隙，一位外国
嘉宾现场学习体验“三大炮”
制作过程，了解川菜文化。

成都到俄罗斯班列
有望本月底开行
市口岸物流办

市商务委

市商务委主任郭启舟：

成都将打造
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内陆自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