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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6
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通过对
彼此开放市场、做大合作蛋糕，妥
善解决双方关切的经贸问题。要积
极推进两军、执法、禁毒、人文、地

方等合作，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特朗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一
道，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习近平应询介绍了对当前朝鲜
半岛局势的看法，指出朝鲜半岛形

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各方应该共
同努力把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
下去，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条件。

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愿继续加强同中方的沟通协调。

成
都
生
活
之
美
触
手
可
及

为让一名在动车上突发疾病的乘
客尽快得到救治，14日下午5点半左
右 ，原 本 不 该 停 靠 南 充 火 车 站 的
D5190次动车，破例在南充短暂停留
了2分钟。这次停车让“动车等人”成为
热点话题，并引起众多网友纷纷点赞，
有网友说：“为生命等，是大爱！”

南充火车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D5190在这次南充站破例停靠的时间
很短，没有对达成线上的列车正常运
输秩序造成影响。

乘客突然发病
通知救护车提前到站台等待

14日下午4点09分，D5190次列车
从成都东站驶出，目的地是达州站。
按照正常运行轨迹，D5190次动车中
途只会在渠县土溪站停靠3分钟，然
后继续行驶，于当天下午6点51分到
达终点站。但这一次，D5190次列车
在中途临时多停靠了一个站——南
充火车站。

“当天下午，动车在经过遂宁站
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就接到乘客求
助，车上有位女乘客发病了，有头晕、
发冷、呕吐的情况。”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客运段党办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列车长
赶紧通过广播找到医务人员对女乘
客进行了临时救治，经测量发现她血
压低于正常值，身体状况很差。考虑
到女乘客随时可能会发生休克等突
发情况，列车长紧急联系到成都铁路
局调度室，希望让D5190临时停靠南
充站，以便让女乘客尽快下车到医院
接受救治。

16日，南充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接到调度室通知后，
火车站立即安排做好接车准备，同时
拨打了120，联系医护人员尽快赶到火
车站做好接治病人的准备。

很快，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救
护车到达南充火车站，并在引导下直
接通过应急通道停在5号站台上。

动车临停2分钟
网友点赞“为生命等，是大爱”

在等待了大约10分钟后，下午5点
半，D5190次动车驶入南充火车站5号
站台。待动车停稳后，救护车直接开到
了患病乘客所在的7号车厢门口，大伙
和家属一起将病人搀扶下来送上了救
护车。

上述南充火车站负责人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D5190次动车破例在南充
站临时停靠大约两分钟左右。

其实，列车“停车等人”一事，让不
少网友联想到此前发生在合肥车站的
一幕：一名女乘客以等丈夫为由，用身
体强行扒阻车门关闭。众多网友纷纷
指责女乘客的过激行为。

不过，这次动车在南充火车站“停
车等人”，却迎来一大波网友的点赞。
网友“一小碗秋天”表示：“为生命等，
是大爱！不为无理等，是大道。”也有网
友说：“动车是否等人，不是不灵活，而
是灵活的原因很重要。”

南充火车站：
临停未影响到正常运输秩序

16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南充川北
医学院附属医院了解到，患病女乘客
系美尼尔综合症发作，“送到医院接受
治疗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晚就回达
州了”。

南充火车站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由于D5190次动车这次在
南充站破例停靠的时间很短，只有两
分钟左右，当时动车车次密度不是很
大，车站也提前做了充足的组织协调
准备，此次临时停靠没有对达成线上
的列车正常运输秩序造成任何影响。

成都客运段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D5190到达达州站的时
间也未受临停影响，当天下午仍是准
时到达终点站。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生活城市”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消费力
成都特斯拉销量 全国第三

抢救乘客
动车破例
“刹一脚”

在南充临停2分钟让病人及
时下车治疗，这一次网友为“动
车等人”点赞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朝鲜半岛出现积极变化 应把缓和势头延续下去

“‘打点小麻将，吃
点麻辣烫’，成都这种
‘休闲之都’的印记将
得到改观。”昨天，《人
民日报》在第二版刊发
文章《消费升级 休闲
之都增底气》，开头就
抛出了这样的评语。

的确，1月13日召
开的成都市生活性服
务业发展大会，再次刷
新了人们对“生活成
都”的认识。围绕产业
变革趋势和消费升级
需求，成都明确了引领
发展的6种新形态以及
提质发展的9大领域，
提出到2022年，成都
生活性服务业产业增
加值将达到5000亿元
以上，初步建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消费中心
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成都将重点抓好六
方面工作。其中，推动
商业发展高端化、巩固
拓展西部消费中心地
位被置于首要位置。

昨日，2018首届
中国（成都）新能源汽
车高峰论坛上，再一次
以事实证明，成都的消
费力早已脱离“吃点麻
辣烫”的状态，有了更
高端的体验——以新
能源汽车为例，特斯拉
在中国的销量，成都排
到了第三。

“商业公共空间，可以跟城市气息、文
化融合在一起。”在成都市生活性服务业
发展大会上，韩置如此定义他眼里的商业
——商业与一座城市的文化、气韵、活力，
甚至政务服务息息相关，互相渗透、融合。

尤其是现代社会，从需求侧到供给
侧，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消费品
质从“能温饱”到“要吃好”；消费形态从

“买产品”到“买服务”；消费方式从“线
下买”到“线上买”；消费行为从“标准

化”到“个性化”。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

消费升级折射了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
城市活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成都——
正如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
主任、研究员赵萍所言，成都在全国率先
举办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会，未来生活
性服务业必然会在成都迎来大发展，而
成都的发展在全国会形成引领之势。

而成都，拥有“引领”的基础和优势。

以2017年为例，从“成马”开跑到张学友、
TWINS演唱会相继开唱，从小米投资生
态年会举行到香奈儿2017/18早春度假
系列发布会，当红大牌明星相继来蓉，时
尚界品牌不断开秀，科技企业上演重磅
会议……成都已成为了世界的焦点。

而随着产业新政、人才新政的落实
和新经济发展，未来成都产业、人才结
构将不断优化，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将
有更大提升。

记 / 者 / 手 / 记

消费升级，是一座城市的活力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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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独特的成都魅力
造就独特的成都商业魅力

在成都远洋太古里，就有一个特斯拉
的体验中心。2017年5月13日，这个体验中
心扩建后重新揭幕。特斯拉成都销量排名
全国第三，也显示出太古里的商业魅力。

成都提出，要建设一批现代商圈和

特色街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购物
天堂。这样的现代商圈和特色街区，是
人流、物流和商机的集聚平台，成都远
洋太古里就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在成都，人们生活方式相
对更休闲，而且很享受慢节奏的生活；
另一方面，从全国乃至全球来看，成都
又是发展速度相当快的城市。于是，

‘快’与‘慢’的冲突就在这里产生了。”
在香港太古集团总部零售业务董事韩
置看来，是独特的成都魅力，造就了独
特的成都商业魅力。

韩置透露，今年太古还会将一些新
的品牌和业态不断引入成都市场，“同
时我们也注重东西交融、新旧结合，让
国际时尚与本土文化交流、碰撞。”

对消费品国际品牌吸引力
成都位列全国第三

在成都，热销的绝不仅仅是特斯
拉。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奢侈品牌都对成
都情有独钟的原因。香奈儿去年将大秀
放在成都，也是看中了成都的消费力以
及区域带动力。

事实上，不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双11购买力，还是旅游消费、奢侈品消
费，成都的“成绩”都遥遥领先。

昨日的《人民日报》在2版上发表文
章《成都明确提质发展九大领域 消费

升级 休闲之都增底气》，关注成都在生
活性服务业上的转型与升级，并分析了
成都的消费实力：成都市对消费品国际
品牌的吸引力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上
海、北京。2016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居副省级城市第二名；全市实现旅游
收入2500亿元，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
广州；餐饮收入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
二；全市约有连锁便利店4500家，达到
3512人/店的覆盖水平，仅次于深圳、广
州和上海。

当然，成都还有更宏大的蓝图：到
2022年，全面优化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

应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体制和公共服
务保障机制，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
优质高效的生活服务体系，催生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创造一批
引领生活时尚的成都品牌和国家标准，
培育一批国家级示范商圈和“老字号”
特色街区，形成商贸、旅游、文化、餐饮、
康养5个千亿级消费市场，生活性服务
业增加值达到5000亿元以上，建成城乡
居民和国内外来蓉人士各得其所、乐享
成都的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建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费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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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产业变革趋势
特斯拉成都销量排全国第三

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市场条
件优越、拥有政策红利、潜在用户众多
的成都，正成为各大企业“兵家必争之
地”。16日，2018首届中国（成都）新能
源汽车高峰论坛在龙泉驿区召开，300
余家外地企业前来探路。

目前，成都已两轮入选国家新能
源汽车推广示范应用程式名录，实施
了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停车收费减
免、不限行不限号、启动专用号牌等
专项优惠政策。截至目前，全市累计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超过4万台，其
中去年推广了2.2万台，累计建成充换
电站296座，充电桩接近1万个，按照
规划2020年新能源新车产量将达10

万台，主营业务收入将达到1000亿以
上，成为全市又一个支柱产业。在电
动汽车使用方面，成都市民表现不
错，其中特斯拉在成都销量，排名全
国第三。

据介绍，成都市委市政府将新能源
汽车产业纳入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密
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新能源
汽车产业由小变大、稳步增长。

成都全球创交会
上参展的特斯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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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杨彩华）
昨日，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六次会议在锦江大礼堂开幕。

这次大会主要任务有两项，一
是选举成都市出席四川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是按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决定，选举产生成都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成都市出席
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市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的重要职责。选举产生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是落实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统一行动，
是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监察全覆盖的重要举措。开好本
次大会，对于凝聚全市人民的智慧
和力量，展示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的
良好精神风貌，加快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推动治

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建设美丽繁荣
和谐四川，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应出席代表641名，出席会
议的代表有607名，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范锐平、于伟、胡元坤、王忠林、冷
刚、赵小维、敖锡贵、孙传敏、陈建
辉、仰协、谢志迪、张济环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

席于伟主持开幕大会。
大会表决通过了《成都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
办法》。

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还有李仲彬、朱志宏、吴凯、谢瑞
武、王川红、苟正礼、田蓉、左正、刘
守成、范毅、张正红、刘烈东、刘仆、
杨林兴、郭彦、吕瑶、刘任远、韩春
林。部分市老领导出席开幕式并在

主席台就座。
不是市十六届人大代表的市政

府副市长以及市政府组成人员，大
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办事工
作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后，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成
都市出席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候选人建议名单，市监察委员
会主任候选人建议名单，总监票员、
监票员名单（草案）。

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
于伟主持开幕大会 范锐平李仲彬朱志宏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