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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耍成都”活动启动

成都人请客
第一个通知
兄弟伙重庆
你的VIP通行证
它是电子优
惠券，
即将出炉。可
以在成都商报官
方渠道下载电子
护照，凭借熊猫护
照享有专属优惠
和消费积分，通过
积分可以兑换成
都特色小礼品

【活动玩法】
“过节耍成
都”活动设计了3
日、4日、5日、6日、
7日不同行程的特
色游玩线路产品。
完整完成其中任
意一条路线的网
友，可获得专属礼
包一份，完成线路
越多，
礼物越丰厚

成都广播电视台、成都餐饮
同业公会、成都楼宇经济促
进会、成都零售商协会、西南
购物中心经理人俱乐部、四
川西南铁路国际旅行总社

解锁国庆节新耍法

免费领取的成都地图和攻略，免费赠送的流沙河书籍，派发停不
下来的熊猫福袋……9月13日，
在重庆贰厂文创园区内，
“过节耍成都”
重庆站正式开启。这也意味着由成都市商务委牵头，
成都市旅游局、成
都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
成都传媒集团承办的“过节耍成都”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今年国庆佳节，成都1600万市民邀请全国人民来成都耍，
了解成都的“一城千面”，
走得了国际范儿，
也撑得起小清新。
重庆站是此次“过节耍成都”活动“上门请客”城市的第一站。成
渝一家亲，成都要请全国人民过节来“做客”，第一个肯定通知邻居
“兄弟伙”重庆。
“过节耍成都”
重庆站启动，
“熊猫宝贝”
发礼物

/ 现场 /

和文化，加深成渝之间的互通合作，让重
庆人与成都人一起共谋发展、
共迎挑战。
”
随后的媒体互动环节中，重庆一家
媒体记者率先提问：
“ 国庆期间，成都推
出了哪些优惠活动？熊猫护照又是指什
么？”成都市文广新局副局长陈立志用6
个“很”字回答提问：
“很国际、很美食、很
文艺、很时尚、很休闲、很生活。”
“熊猫护照是一个电子优惠券。熊猫
是成都的象征，可以在成都商报官方渠
道下载电子护照，凭借熊猫护照可以享
有专属优惠和消费积分，通过积分可以
兑换有成都地方特色的小礼品。因为有
这些功能，所以称之为熊猫护照。”现场，
成都商报社编委、副总经理蔡军介绍。

熊猫福袋领不停
地图攻略拿不停

9月13日，
“过节耍成都”重庆站启动
仪式在重庆市贰厂文创园区内进行。即
日起，1600万成都人向全国人民发出邀
请，
请全国人民“过节耍成都”！
此次活动由成都市商务委牵头，成
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文广新局联合主办，
成都传媒集团承办。成都电视台、成都商
报等10家成都主流媒体，重庆晨报、重庆
时报等20家重庆主流媒体现场见证。
在启动仪式现场，
“熊猫宝贝”
给每一
个到场朋友准备了礼物——熊猫福袋，
还
有成都及成都周边的地图和攻略，
成都散
花书院提供的流沙河撰写书籍《老成都· 首站为什么是重庆？
芙蓉秋梦》，
也作为礼物免费赠送。
成渝一家亲 过节多串门
13日下午2点，启动仪式正式开启。成
启动仪式现场也有媒体提问，
为什么
都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尹建发言致辞，
定点宣传第一站选在重庆。
“重庆的朋友们了解更多现代成都的性格 “过节耍成都”

/ 揭秘 /

半个月前，资阳前往长三角地
区开展口腔装备材料产业投促活动
时，全球领先的隐形矫正研发制造
商爱齐公司亚太区总裁专程飞赴上
海，与资阳洽谈项目落地事宜，计划
投资 1.4 亿美元在资阳建设全球第
二工厂。如爱齐公司一样，国内外不
少口腔装备材料企业集聚资阳，让
资阳口腔装备材料产业从无到有，
赢得了良好开局，年内有望实现口
腔装备产品“资阳造”零的突破。
除了填补国内空白的全产业链
口腔装备材料产业，高起点布局中
国首个牙谷特色小镇，资阳生产的
机车早已驰骋在世界四大洲 24 个
国家，柠檬也漂洋过海香飘 3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资阳造”正唱响中国
和世界舞台。再加上毗邻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犹如一张白
纸好作画，规划中既是产业新城，
又
山水相融、蓝绿互映，生态宜居，地
处成渝两地腹心的资阳正构筑开放
合作新高地，
吸引更多投资者目光。
不久后的资阳，既可在牙谷特
色小镇享受休闲度假式牙科治疗服
务，也可在产城一体的临空经济区
一边感受创业激情，一边领略山水
相融生态宜居城的魅力。

对此，
成都市商务委副主任尹建解释，
“有
句老话叫成渝一家亲，
两座城市紧密相连，
过年过节要请亲友来体验，是很正常的
事。
”
尹建透露，
下一步还会前往西安推广。
去年国务院通过了《成渝城市群发
展规划》。尹建介绍，根据规划，到2020年
要实现成渝城市群“区域合作有序推进，
治理机制不断健全。”实现“区域交通互
联互通、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
境联防联控联治、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
开放共享的机制不断建立”。
“对于区域交通互联互通，
我们已经有
了最高时速300公里的成渝高铁，
有了可以
在成都重庆两地共用的
‘成渝一卡通’
，
我们
还想送给重庆朋友另一份礼物，
我想代表
1600多万成都市民向重庆的亲友们发出诚
挚邀请，
邀请大家
‘过节耍成都’
。
”
尹建表
示，
国庆即将到来，
大家成都见！
是的，成都人请全国人民来做客，肯
定首先要通知邻居“兄弟伙”重庆，随着
重庆站的开启，也宣示“过节耍成都”活
动大幕拉开。

当朝天门遇上合江亭 创意报版刷遍朋友圈

【熊猫护照】

支持单位

9月13日，一组创意报版
刷爆了西安、重庆和成都三
地朋友圈。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到，9月13日，
《华商报》、
《重庆晨报》、
《重庆商报》、
《重庆晚报》、
《重庆时报》五
家媒体都刊登了同样格式的
创意报版，主题均为“成都约
你过节来耍”
。
在西安，9月13日刊登的
华商报A8版上打出大大的
“成都约西安·假期过来耍”
字样，文字下构成“西安”、
“成都”
几个大字的是当地的
热门关键词，
“西安”
由西安人
耳熟能详的西安古城墙、
胡辣
汤、大雁塔、羊肉泡馍、岐山
臊子面等关键词构成，
“成都”
由太阳神鸟、
四川大学、
麻将、
大悦城等关键词构成。
同样的
创意报版广告也出现在重庆，
9月13日刊登的重庆晨报04版
上同样打出“成都约重庆·假
期过来耍”字样，下方的“重
庆”
字样由Gosh说唱厂牌、
朝
天门码头、
北仓文创园等重庆
关键词组成，
一旁的
“成都”
字
样由方所、王者荣耀、蓉欧快
铁等成都关键词构成。
刚刚出炉的报纸成为凹
造型、发朋友圈的利器，在重
庆解放碑、洪崖洞和国泰艺
术中心，网友拿出报纸来和
景点合拍，刷一波“过节耍成
都”
的存在感。

领熊猫护照
玩主题线路
拿丰厚礼包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
人，
此次
“过节耍成都”
活动，
我
们将成都风味的购物、
美食、
景
点、
特色街区、
文创、
“成都造”
产品进行整合，
设计3日、
4日、
5
日、
6日、
7日不同行程的特色游
玩线路产品，
形成一本国庆黄
金旅游指南——熊猫护照。
领取熊猫护照的网友可根
据熊猫护照设计线路，
到相应
的点位获取相关优惠。
以
“美食
范儿”
中的吃遍成都美食为例，
光是路线就分为
“火锅路线”
、
“小吃路线”和“中餐路线”三
条，
集纳成都广受推崇的餐饮
名店，
让你一路吃到底！
完整完
成其中任意一条路线的网友，
可获得专属礼包一份。
完成路
线行程时间越长或集卡地点越
多，
获得礼包越丰厚。
熊猫护照好久可领？成
都商报记者打探到，将在本
月下旬出炉，关注成都商报
客户端可以第一时间了解熊
猫护照动态！
更多的国庆吃喝玩乐购
攻略，
以及此次
“过节耍成都”
活动的最新活动动态，
通过成
都商报官方微博、官方微信、
官方客户端第一时间获悉。
成都商报记者颜雪
摄影记者 陶轲

未来 打造中国首个牙谷小镇
资阳 临空经济区山水相融生态宜居
临空经济区
“白纸作画”

有产业也有山水相融蓝绿互映生态城

中国首个牙谷特色小镇规划图

“资阳造”
畅销海内外

口腔装备基地填补国内空白

有总统专列火车头也有飘香柠檬
走进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源空铁列车。待通过性能测试后，
生产车间内一片忙碌，机车组装与 “资阳造”空铁将投入商业运行，成
测试有序进行着，每名工作人员脸
为大家未来出行的新选择。
上都洋溢着自豪。因为，作为国内一
半个世纪的沉淀，中车资阳机
家有着 50 多年历史的机车研制领
车公司的强大研发制造能力，让资
军企业，他们研发和生产的机车早
阳机车成为“资阳造”
的代表。
但“资
已驰骋海内外，连土库曼斯坦总统
阳造”不仅仅是机车，近年来，随着
专列都曾使用他们生产的火车头。
资阳引进四川现代、百威、加多宝等
50 多年来，中车资阳机车公司
一大批知名企业，再加上本地企业
累计生产各型内燃、电力机车 6000
迅速成长，
“资阳造”
已涵盖造车、食
多台，辐射国内国家干线铁路、地方
品、医药、纺织等众多行业和领域。
铁路及冶金、石化、矿山等行业，也
资阳天府（华为）云计算中心正
向亚洲、非洲、美洲、澳洲等 24 个国
式上线，
四川现代又新添盛图高端轻
家出口了 760 多台内燃机车，
占据中
卡，共享铸造实现行业首创大尺寸
国内燃机车出口总量的半壁江山， 3D打印万吨级产业化应用和世界最
公司也成为国内最先向发达国家出
大尺寸射芯机，安岳柠檬远销 30 多
口高端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的企业。
个国家成为世界五大柠檬产地之一，
在此前全球仅德国和日本掌握
正在崛起的口腔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
空铁研发制造技术的情况下，去年
将为资阳高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
12 月 8 日，中车资阳机车公司仅耗
腾飞注入新的强劲推力，
越来越多的
时半年研发制造的“熊猫空铁”正式 “资阳造”
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资
下线，这也是国内首列商品化新能
阳经济正积淀动能、
蓄势待发。

牙谷小镇享休闲度假式牙科医疗
全球领先的隐形矫正专业研发制
造商爱齐公司为何会选中资阳？爱齐
公司亚太区总裁郑茱莉表示，这是因
为公司十分看好资阳的区位优势、政
务服务环境，以及资阳对口腔装备材
料产业的全产业链系统规划。在她和
公司看来，资阳在口腔装备材料产品
检验检测、注册认证、人才培养、科研
成果转化、学术交流等方面提供的综
合服务，
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早在去年 8 月，
资阳口腔装备材料
产业就吸引了国内外不少专家和企业
纷纷前往资阳考察。国内长三角、珠三
角分布有零星口腔产业企业，
但并未形
成完整产业链，
而资阳布局的口腔装备
材料产业直接填补这一空白。
国家级口
腔装备材料产业生产基地和国家级口
腔装备材料产业研发创业创新中心、
国
家级口腔综合职业培训中心、
国家级口
腔装备材料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级口腔
健康大数据中心、
区域性口腔装备材料
交易物流中心“一基地五中心”构建起

责编 许媛 实习编辑 彭怡 美编 廖敏 校对 陈婕

了口腔医疗的全产业链，
目标直指国内
该产业4000亿元大市场。
“吸引我的首先是资阳的‘成都区
位、资阳成本’优势，这里还有川大华
西口腔医院等知名科研院所作依托。”
佛山诺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实到资阳考察后表示。
如今，占地 6 万平方米的研发创
新创业孵化中心已吸引华西口腔医学
院研发中心、韩国 KDIA 旗舰型企业
等 14 户企业入驻，产品涵盖牙科手
机、口腔影像系列高端制造等，年内有
望实现口腔装备材料产品“资阳造”零
的突破。此外，口腔装备材料生产基地
和其他“中心”
也在加快建设之中。
此外，
资阳还布局了中国首个牙谷
特色小镇，
目前正与国际知名咨询机构
共同编制中国牙谷规划。
资阳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王万军表示，
中国首个牙谷特
色小镇将把口腔治疗和享受生活融为
一体，
建成后可让国内外人士在资阳享
受休闲度假式牙科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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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动工后，临
空经济区备受关注。去年 11 月，四
川省政府印发《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临空经济区规划纲要》，明确临空经
济区总规划面积 298 平方公里。其
中，成都片区 199 平方公里，资阳片
区 99 平方公里。
在资阳市委书记周喜安看来，
未
来资阳融入
“一带一路”
、
走向开放前
沿的关键在天府国际机场。
天府国际
机场给资阳带来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不仅仅是区位优势的变化和临空经
济培育，
更为重要的是为资阳提供了
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广阔平台。
临
空经济区资阳片区也成为了成资一
体化发展和建设内陆开放前沿区的
重要平台，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资
阳发展的最大动力引擎。
临空经济区的规划犹如白纸作
画，
为让临空经济区具备国际一流、
持续发展的能力，资阳临空经济区
规划起点高，坚持世界眼光和国际
标准，邀请的是国内顶级的城乡规
划编制单位和全球顶尖的商业战略
咨询机构。
8 月 10 日，在资阳临空经济区
规划汇报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波士顿咨询有限公司分别
拿出了资阳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和
产业规划前期研究成果。根据资阳
片区典型丘陵地形的特点及有山、
有坝、有水、有林等得天独厚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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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临空经济区资阳片区的
总体规划定位为“山水城相融，
蓝绿
互映的生态宜居城市”
。
在产业方面，目前规划已初步
确定发展生命科学、电子信息、休闲
旅游、健康服务等产业，打造大健
康、大智造、都市消费三大支柱产
业，
同步发展仓储物流和现代农业。
目前，资阳市临空经济区已正
式挂牌成立，
根据总体规划定位，
启
动了产业、生态、交通、市政等方面
的专项规划编制，积极引进社会资
本，
共同打造临空产业新城。
根据既
定目标，2020 年，临空经济区资阳
片区将与天府国际机场同步建成交
通运输、口岸物流、商务服务等配套
设施；到 2030 年，将形成以临空制
造业、临空综合服务业、高端示范农
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建成国际一
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打
造成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成渝之心，
成都区位

奔驰在澳大利亚的资阳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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