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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正装”
怎样出炉？
50余名设计师参与
初稿就有260多款

世界高规格旅游大会
“移师”
中国西部折射了啥？

9月11日至9月16日，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体
大会在成都举行。
在11日晚举行的成都市旅游投资
项目推介说明会上，一件特别的中式西服——
“天
府正装”
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
“天府正装”
有哪些特色？
是如何出炉的？
昨日，
记者探访了其“出厂”工作室——在成都环球中心
一家服装定制工作室内，
几天前它们刚刚完成最后
的环节。
出品方——彭州工业开发区副主任童晓晖告
诉记者，
“天府正装”
男女款暗藏了众多
“天府文化”
元素，采用了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该创意
从萌芽到出炉，历时近一年，共有50余位设计师参
与
“献智”
，
初稿就多达260多款。
目前
“天府正装”
已
着手申请商标，
进行系列产品的开发，
未来，
除了服
装，
还有饰品、
包包等具有蜀地文化底蕴的产品。

每件男女装中，
都有一对“蜀”字盘
扣，远远看去，又像
站立的大熊猫

出炉

细节

袖口和领口图
案，采用了有两千年
历史的蜀锦工艺，7
只熊猫栩栩如生

12 日，
丰泽洋服工作室展示的
“天府正装”

前 后 50-60
位设计师参与，曾
有银杏、芙蓉花等
提 议 ，初 稿 就 有
260多款
目前正在申请
商标，
未来还会有包
包、
饰品等具有蜀地
文化底蕴的产品
设计制作中的
“天府正装”彭州市工业开发区管委会供图

浓厚成都味儿 熊猫竹林织入蜀锦
有西服的气质，
也颇有唐装的韵味，
在一片黑色西服中，
“天府正装”
格外惹眼，
一经亮相，
就引得快门声响成一片。
国际论坛一直是展示当地文化的舞台。比如APEC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会国家和地区领导人身着东道主特
色服装合拍“全家福”
就是历年会议的亮点。
“天府正装”就是“天府文化”与“成都造”的一次面向
世界的亮相。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西合璧，和而不同。走近一些，
更能明白它“一夜走红”的奥秘——“天府正装”光泽细腻，
暗藏“天府文化”精髓。袖口和领口图案是浓厚的“成都味
儿”，竹林丛中，7只“萌萌哒”的熊猫或躺或卧，或站或立，
栩栩如生。
更妙的是，
触手之处，
并无半点凸痕。

“这些都是古蜀织法，在织布的时候，就将图案编织上
去了。”童晓晖告诉记者，这是四川的传统工艺——蜀锦，
它有两千年的历史，以经线彩色起彩，彩条添花，是一种深
具特色的多彩织锦，与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
锦一起，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锦。2006年，蜀锦织造技艺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衣服上的蜀锦，是定位织，它就像织毛衣一样，图案
与衣服浑然一体。”童晓晖告诉记者，与蜀绣不同，蜀锦并
不是织好布后再绣花样，
而是将花样嵌入布匹中。
此外，每一件男女装中，都有一对“蜀”字盘扣，远远看
去，又像是站立的大熊猫。童晓晖笑着说，这是意外的巧
合，
但也是创意的必然。

男装胸前织造的熊猫

初稿260多款 曾有银杏、芙蓉等提议
在成都环球中心，一家名为丰泽洋服的工作室内，三
五套“天府正装”整齐排列，它们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最后的
包装环节。
灵感来自去年的一场调研。去年11月，一个调研团走
进彭州工业开发区，谈到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有人提议，
能不能把整个成都几千年深厚的蜀地文化底蕴植入到服
装上？很快引起行业内共鸣，将衣服等日常用品嵌入蜀地
文化，
正好可以树立品牌。
童主任介绍说，正装项目是由彭州工业开发区牵头组
织，丰泽洋服、成都市国际时尚联合会等均参与了设计制
作。今年2月底，开始在全成都市服装类院校、园区企业、设
计师范围内开启“天府正装”
征集活动。
“前前后后，有50-60位设计师参与进来。”丰泽洋服相

关负责人游海告诉记者，成都市国际时尚联合会发起人唐
岚、香港著名服装设计师陈娟等均参与策划、设计。
游海的电脑中，有一个“专项工作”文件夹，仅会议纪
要就有10多项，各类设计图案更是数不胜数。
“在确定熊猫
图案之前，还有银杏、芙蓉花等提议。”最初，
“天府正装”的
初稿有260多款设计，今年5月进入第二阶段，也有40余款
设计，
“最初的想法是一个系列，
包括饰品、包包等。”
在所有设计中，团队选取了最具成都代表的款式、图
案和布料，最终“天府正装”出炉，初步生产了22套，包括
普通款和定制款，
“ 目前正在申请商标，很快就将推向市
场，除了服装，还会有包包、饰品等系列产品，就像香奈儿
一样。”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 陶轲 摄

领口盘扣为“蜀”
字

保加利亚旅游部长：
期待与成都在旅游、经济多领域合作

卡塔尔旅游局代局长:
到卡塔尔旅游 签证门槛将降低

海航集团
数百亿元项目落地成都

这个9月，保加利亚旅游部长尼科利娜·安吉科娃第一次
来成都，可爱的大熊猫和成都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昨日
上午，参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的尼科利
娜·安吉科娃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此阐述她对成都的初印象。
今年年初，四川将川剧传统名戏名段、变脸等川剧绝活
带到了保加利亚，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首次来蓉，尼科
利娜·安吉科娃也感受到了更多的天府文化。
未来成都与保加利亚在文化旅游方面会不会有更多的
合作、发展契机？在回答这个提问时，尼科利娜·安吉科娃先
当起了推广大使：
“保加利亚是一个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以
及文化的国家，保加利亚的文化旅游和历史遗迹旅游行业潜
力非常大，大概有4万件历史文物和文化遗迹。我们很希望能
够和成都在这方面能够开展相关的合作。”
尼科利娜·安吉科娃表示，非常乐意与成都、北京、上海、
西安等城市开展直航合作，她希望合作领域不仅是旅游，还
有经济领域，
“任何跟开展直航有关的建议和机会，我们都会
全力支持。”同时，她透露，保加利亚已经开始着手制定计划，
考虑在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增设签证中心，以便
利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公民赴保加利亚旅游。
在尼科利娜·安吉科娃看来，本次大会对于成都和中国
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旅游业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
这场大会不仅仅是联合了联合国的成员国，还有旅游各行各
业和其他的组织机构，包括世界旅游委员会以及欧洲旅游委
员会等等这样的组织也参与到活动当中。
她还透露，明年将有望举办中国保加利亚旅游年，目前
正在讨论成立一个保加利亚的旅游信息中心，以此来吸引更
多的中国游客去保加利亚。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昨日，卡塔尔旅游局代局长哈桑·易卜拉欣接受记者专
访时透露，已经与中国国家旅游局签订了协议，允许中国游
客跟随旅行团赴卡塔尔观光旅游，这意味着中国游客赴卡
塔尔旅游签证门槛将有所降低。
“这是我第一次到成都，虽然停留时间比较短暂，但我
还是感受到了成都是个美食之都，充满了活力，我也很喜欢
与成都人进行交流。”刚刚坐定的哈桑·易卜拉欣，表达了自
己对成都的喜爱之情。
在哈桑·易卜拉欣看来，卡塔尔有很多可以向成都学习
的地方，
“ 我很开心看到双方的合作发展，成都本身也极具
价值，比如拥有很多珍贵的自然保护区。未来，卡塔尔会和
中国众多的城市合作发展，成都也是其中之一。”哈桑·易卜
拉欣认为因为成都极具潜力，尤其在自然旅游方面。同时，
成都也开通了直飞卡塔尔多哈的航线，在此基础上双方拥
有着更多的合作机会。
今年8月，卡塔尔宣布向包括中国在内的80个国家和地
区的公民简化签证程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将可以在
不提前申请签证的情况下，在落地卡塔尔后获得入境许可，
且不需支付任何费用。
昨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哈桑·易卜拉欣还透露了另一
个好消息，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上，卡塔
尔和中国国家旅游局签署ADS协议，将允许中国游客跟随
旅行团赴卡塔尔观光旅游。在哈桑·易卜拉欣看来，此项协
议的签署，是向团体旅游卡塔尔的中国游客发放“通行证”，
更加紧密了卡塔尔与中国游客的联系，在促进卡塔尔旅游
质量提高的同时，也让包括成都在内的中国游客能够感受
到更专业的旅游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昨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第22届全体大会在成都举行之际，从成都旅
游投资项目推介说明会上传来消息，成都市和世界
500强企业海航集团结成“城市合伙人”战略伙伴关
系，成都高新区与海航集团旗下海航科技集团及海
航现代物流集团分别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海航科技
西部总部和海航现代物流西南区域总部两个百亿
级项目落户成都高新区。
根据协议，海航科技集团将在成都高新南区、
高新东区（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建设海航科技西部
总部、海航科技高端科技示范基地和海航科创园
区，同时还将设立科创基金、科创银行等项目；海航
现代物流集团将在成都高新东区建设现代物流西
南区域总部、空港产业城，开展航空货运、机场建设
及地面服务和物流金融服务合作等项目，打造集现
代物流基地和航空货运基地、航空产业中心和产业
配套服务为一体的空港产业生态城示范区。
“希望借助成都良好的投资环境、丰富的产业
发展资源，结合海航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成熟的
资本运作能力，进一步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扩大双
方国际影响力。”海航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航正
全力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信本次合作将
有助于拓宽双方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关系，建立“城
市合伙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重点围绕科技、物
流、地产、航空、教育、金融、旅游、国企改革等领域
的合作，共同打造创新发展新模式，共享“一带一
路”
建设机遇。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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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旅游行业规格最高的会议，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 届全体大会将
于 13 日在成都开幕。继 2003 年在北京成
功举办后，
这一会议再次回到中国。
专家认为，
“ 移师”中国并聚焦西部，
既是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市场的强大
吸引，也是世界各国对旅游行业转型发展
中国方案的期待。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勒布·
瑞法依是个“中国通”。他每年都要来中
国，去过桂林、海南、北京、河南等地，喜欢
在各个场合向世界推荐中国的美丽。他
说，此次大会选择在中国召开，正在于中
国旅游业近年来的高速发展，而且以成都
为代表的西部城市，
很有激情和活力。
在与会政要和客商看来，中国的市
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无疑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今年 7 月，成都开通了直飞塞舌尔
的航班，目前每周有 5 个航班，上座率已
超过 90%。塞舌尔旅游、民航、港口和海运
部长莫里斯·罗斯托-拉兰说：
“当旅客流
量上升后，我们会再开通更多有规律的航
班。我们的目标是在 2020 年接待中国游
客达到 3 万名。
”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提供的数据显
示，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
境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
超过 13%。
“ 中国还是全球第四大旅游目
的地，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都愿意到中国
来旅游，就现在而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
也是全球最大的。
”塔勒布·瑞法依说。
2017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
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
域旅游。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CEO
汤继强以四川为例说，当地大力发展旅游
业，不仅成为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增长的一
道亮丽风景，还成为脱贫攻坚的一把利
剑。
“我国探索的‘旅游+’，相信对于世界
挖掘旅游业综合效益具有一定启示。”
在活动举办地成都市，当地推进文旅
结合，给自然风光注入了丰厚的人文底
蕴，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旅
游客商来到成都的世界文化遗产“都江
堰-青城山”游览，太极拳、茶道、大熊猫等
让他们流连忘返。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是一个政府间
国际组织，2003 年 11 月成为联合国专门
机构，宗旨是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使之
有利于经济发展、国际相互了解、和平与
繁荣。
（新华社）

紧接 01 版 希望华侨华人充分发挥了解
掌握海外高新科技知识和资源的优势，积
极为四川发展建言献策；敏锐把握四川在
创新驱动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特有机
遇，共谋发展；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四川高端装备制造、优势产能又快又
好走出去，将“川味”文化在海外弘扬传
播，
促进民心相通。
开幕式上举行了天府论坛。诺贝尔物
理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
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默
顿，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病毒学教授豪森，诺
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教授科曼，分别围绕“优秀的人发掘
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金融服务体系创新”
“减少癌症发病率”
“ 清洁能源变革”等主
题作演讲。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颁奖和揭牌仪式。
王东明向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的 5 名外国专家，颁发了 2017 年度
“天府友谊奖”；尹力为第三届“海科杯”全
球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者颁奖；郭
军和副省长朱鹤新为“海外华侨华人创新
创业四川学院”
揭牌。
开幕式前，韩启德和王东明、尹力以
及参加开幕式的国内外嘉宾，一同参观了
海科会成果暨四川人才政策展。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建发主持开
幕式暨论坛。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丛斌，环保部副
部长、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主委黄润秋；省
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彭渝，省政协副主席崔保华，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罗伯茨，诺贝尔化学奖
获得者切哈诺沃；尼泊尔驻中国大使鲍德
尔，加拿大艾伯塔省能源部长麦克艾格博伊德，英国诺丁汉市市长科睿恩，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卡伊，英国皇家科学院院
士莱特伍德，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邓文中，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
士高唯，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校长迈勒斯，
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副校长诺西，美国国
家医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王存
玉，美国国家城市联盟主席佐内，英国物
理学会院士窦伏，法国里昂商学院副校长
阿塔梅尔，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马俊如；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新垣、周孝信、邹志刚，
以及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科技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各省（区、市）
外事侨务办和侨梦苑负责人，省直有关部
门、市（州）和科研院所、重点企业负责人
等，
出席开幕式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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