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02版 责编 尹曙光 徐剑 美编 张念 叶燕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
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昨日，“丝路名人中国行·创新
中国”活动首站来到成都熊猫基地，
以萌翻世界的大熊猫为起点，开始
对成都为期三天的走访和报道。这
支12人组成的土耳其媒体考察团，
包括了土耳其多家通讯社、电视台
等主流媒体负责人和记者，将在“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举
行前夕，专程考察成都和杭州，以经
济发展为主题，围绕两地取得的经
济建设、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成就
展开走访和交流活动，并做专题报
道，向其国内介绍中国。

“真实的熊猫跟网上视频搞笑
的样子不太一样，但同样可爱又特
别。”看见熊猫挂在树上晒太阳，阿
纳多卢通讯社副社长穆斯塔法兴奋
地举起手机连拍几张。穆斯塔法告
诉记者，熊猫的视频在土耳其的社
交媒体上也很风靡，但许多人不知
道熊猫的故乡在中国四川。“我要买
熊猫玩偶带回土耳其，相信会有更
多的游客来成都。”土耳其总理府新
闻顾问西贝尔表示，成都最吸引她
的是茶文化，打算买成都特色的绿
茶作礼物。“茶在土耳其是最受欢迎
的饮料，土耳其语中的茶与中文发
音差不多，因为是从古代丝绸之路
带过去的。”西贝尔说，古代丝绸之
路有茶叶作为两国经贸交往的纽
带，她希望借助当下的“一带一路”
把中国的创新科技也能带到土耳
其，“比如高铁技术，我知道首都安
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高铁是中国的
技术。”

据了解，从2015年起，“丝路名
人中国行”系列活动已成功举办三
季，先后邀请20多位来自土耳其、埃
及、约旦、阿富汗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的知名人士走进中国丝路沿线地
区，探讨当地风土人情，感受中国在
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探讨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潜
力和广阔前景。此次来蓉的土耳其
媒体团不仅会向土国民众报道熊猫
基地、武侯祠等文化景点，还将把镜
头对准天府软件园、青白江集装箱
物流中心站、天府新区等代表成都
经济建设成就和方向的点位，展现
成都的发展机遇和合作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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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

百万网友
想请党代表捎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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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普通市民
“请党代表
捎句话”

“想和成都党代
表谈一谈？新四君帮
你这个忙！”4月20日
17时05分，@新浪四
川发出微博，“成都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即将
正式开幕。作为成都
的一件大事，本次党
代会与每个在成都的
人息息相关。未来成
都驶向何方，我们的
生活会有哪些改变？
参与#我请党代表捎
句话#，说出你的想
法，我们将整理汇集
捎给党代表，和党代
表零距离Q&A！”

@新浪四川发起
话题后，成都全搜索新
闻网、成都日报锦观、
一点橙子微博、四川日
报微博等主流媒体全
部参与。截至4月23日
18时，该微博话题阅读
量17.4万，提出“金点
子”建言近200条。

除了微博，众多
主流新媒体还发起微
信、PC端话题，包括锦
观、看度、川报观察、四
川新闻客户端等，发起
话题“我请党代表捎句
话”，四川日报微信、成
都日报锦观发起相同
微信公众号话题，川报
观察官方微信同时发
起微信公众号话题“我
为成都定个小目标”；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四
川在线、天府社区发起
PC端互动“我请党代
表捎句话”。

成都日报通过锦
观新闻客户端、官方微
博、微信公众号等多渠
道邀请网友畅所欲言，
收集网友对成都市政
治经济建设发展的意
见与建议。截至4月23
日，相关话题阅读量达
13万，收集网友有效意
见与建议90余条。

川报全媒体集群
旗下各新媒体平台联
动，既为党代会营造良
好氛围，也让每一个在
蓉的人为自己的城市
发声、代言。四川在线、
天府社区、川报观察客
户端、四川新闻客户
端、川报观察官方微
信、四川日报官方微信
发起话题，总浏览量约
为50万人次。

土耳其媒体团来蓉
报道中国从熊猫开始

D

热
门
话
题
·
绿
色
发
展

在网友提问中，“城市建
设”相关意见和建议最多。在
@新浪四川平台上，23%的建
议涉及城市规划建设，31%涉
及成都交通建设。

在川报全媒体集群中，
金 融 中 心 建 设 是 关 键 词
Top1，25.3%的建议与之相
关，城市建设是关键词Top4，
12.4%的建议事关城建。对于
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网友
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成都
经济越来越好，成为西部最
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成都越来越大，有网友
担心成都出现“大城市病”，
提出自己的建议，网友“翀羽
茶”表示，“希望不断发展壮
大的成都不断“空心化”，早
日在周边区县规划生态宜居
的“雄安新区”，规划便捷的
现代化轨道交通网络，而城
市中心地带不断降低人口容
积率、不断空心化、绿心化。
这样才能避免未来大成都也
得上“大城市病”。

网友“暗影之舞”关注
了公交建设，“建设公交都
市，一是实现公交专用道全
覆盖，让城市公交真的快起
来，增强公交吸引力，让公
交不堵，实现真正的公交优
先；二是实施交通需求管
理，对中心城区停车及小汽
车使用予以限制，缓解交通
拥堵状况；三是倡导绿色出
行，完善自行车出行步道，
规范停放。”

网友“xie8622”说，希望
加密成彭动车的频次。网友

“ZHANGLI”则渴望青白江
早日有地铁。网友“Nirvana”
表示，希望十里店路口跨线桥
能早日建好通车。

还有人提出希望，网友
“勝染”表示，“希望成都经济
越来越好呀，有越来越多的
就业机会”。

在@新浪四川平
台上，涉及周边卫星城
市 建 设 的 建 议 占 比
8%。在看度客户端中，
4条简阳建设建议，引
起众多关注。

随着成都城市发
展，区域辐射能力越来
越强。网友“追逐阳光
一”表示，希望加快周
边卫星城市建设，解决
大城市发展问题，构建
通畅完整的交通网络
体系，带动周边经济发
展，把成都建成来了就
不想走的城市。

有人建议从区域
协调角度考虑城市空
间布局，网友留言，“成
都城市空间应该更具
规划性，比如西边空间
已经非常有限，南边和
东边却有很大空间，比
如天府新区、龙泉驿
区，甚至从东2.5环到三
圣花乡都还很有空间，
成都是否考虑将更多布
局放在南边和东边？”

网友“锦汐格格”表
示，希望成都的快速发
展能带动郊县发展，缩
小地域收入差距，缩小
城乡差距。希望新农村建
设能留住更多年轻人在
家乡发展创业，希望农村
的“空心村”越来越少，年
轻人回归故乡，让“空心
村”成为“实心村”。

网 友 “duan-
wa1973”关注了简阳，

“成都面临前所未有
的历史发展机遇，简
阳融入大成都，希望
能给予简阳更多的政
策红利，资金支持，让
简阳能迎头赶上，为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贡
献简阳力量。”

在川报全媒体集
群中，历史文化是关键
词Top5，11.6%的建议
与之相关。“看度”客户
端中，4条建议与城市
文化相关。

网友“何欢”表示，
希望能够重新打造的

“成都中心”，秉承“复
兴历史文化、重构城市
中心”的规划思路，融入
成都历史上的各种文化
因素，同时结合时代特
色把现代中央商务区的
理念融入其中，从而形
成“历史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网友“地平线”建
议，成都在越来越现代
化的同时，应该保护好
历史遗迹和老建筑，保
持文化底蕴和历史风
貌，“我给成都定的小
目标就是：中国最有文
化品位城市。”

看度客户端上，网
友“一只土狗”给党代
表提问，“城市音乐厅
建好后，真的会有更高
大上的音乐会吗？请得
到美国百老汇西区的
那些歌剧演员不？好想
在成都看一次高规格
的歌剧啊。”

网友“烊烊“表示，
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
放真的太幸福了，希望
以后能有更多像“丝路
之魂大展”一样的优秀
展览来成都。

新 浪 微 博 网 友
“wuli柴柴哟”提出，很
喜欢川剧和变脸，希望
能加强推广天府文化。

锦观新闻客户端则
有网友表示，希望多有
些像宽窄巷子那样集中
展示成都文化的地方。

在川报全媒体集群
中，绿色是关键词Top2，
20.7%的建议与之相关。看
度客户端中，环境保护相
关建议11条，在所有提问
中占18%。成都日报锦观
上，环保类话题占据26%。
在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上，
空气治理、绿色发展是热
门话题第4位。建议涉及内
容包括环境治理、空气污
染、绿色发展等。

成都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为再现“花重锦官城”
美丽生态胜景，全面打造
碧水蓝天、森林环绕、绿草
成茵、绿色出行、宜业宜居
的美丽中国典范城市而努
力奋进。这也是网友高度
关注的领域。

网友“世界的头灯”提
出希望，“能切实加强雾霾
治理的力度。”“新都城建”
则表示，希望把成都建设
成为一个绿色、环保、和谐
文明的生态旅游城市。

网友“steven”表示，希
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蓝
天常在！”网友“芈治林”提
出希望，“希望加大环境整
治力度，保护好生态，重现

‘窗含西岭千秋雪’胜景。”
成都的空气质量备受

网友关注。新浪微博网友
“清新的小黄兔”建议，千
万千万不要走上先发展后
治理之路，希望成都越来
越好。锦观新闻客户端网
友表示，水是成都的灵
魂，希望政府大力治理水
源和水流。

网友“洛樱74181”表
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
成都建设中心城市很重
要，可是作为现在的成都
来说，环境保护也很重要，
希望在环保方面能做得更
好。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希望未来成都
避免“大城市病”

建议从区域
协调角度考虑
城市空间布局

深入挖掘
成都文化底蕴

希望成都
绿色环保
和谐文明

市民钟小姐坐在太古里一家咖啡店里，呷了一口咖啡，刷到了新浪微博热门话题——“我请党代表捎句话”。点进去，逐条浏览，网友“罗
正兵95711”留言：成都定位于国家级中心城市，既要同城共振，协调发展，又要发扬蜀汉文化，引进金凤凰，以此来培育和提升成都的核心竞
争力。她深以为然，忍不住点个赞。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新浪四川、锦观、看度、川报观察、四川新闻客户端等媒体相继发起微博微
信话题——“我请党代表捎句话”、“我为成都定个小目标”。像钟小姐这样，关注话题的网友有百万之多。

也有很多网友像“罗正兵95711”一样，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网友提问中，最受关注的是城市建设，包括交通、规划等，占据提问约三分
之一。影响成都“软实力”的成都文化也是广受关注的话题。此外，热门话题还包括绿色环保、网络理政、简阳建设、人才等。

4月22日，蓝天白云下的成都，景色优美 成都商报记者 张直 摄

到成都博物馆看展览，正逐
渐成为市民周末生活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