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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计师眼中的天府绿道是什
么样子？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卢易把目光
投向了成都的市树银杏，他别出心裁地
将银杏叶设计为天府绿道中的两山（龙
门山、龙泉山）的造型特点，以体现地域
性。这件作品最终获得了二等奖。

卢易说自己长期关注绿道的规划
建设。“绿道建设不仅仅跟自己专业有
关，”卢易认为，绿道不仅可以提高城
市的空气质量，也能提升市民的宜居
生活环境，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游憩健
身的场所。

另一名获奖者车武洋来自成都黑
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他是天府绿道的

忠实粉丝，很早以前就开始常去白鹭湾
湿地公园里的绿道跑步。他留意到，成
都排名新一线城市之首，在绿道的打
造上也有许多非常先进的理念，比如
在全域成都做了非常系统的规划，规
划上是世界上最长绿道。而且绿道打
造也跳出了设计本身，每段绿道都根
植了不同的文化，使得现代和历史有了
深层的交融。他设计的LOGO最终取材
自成都大熊猫，并以大熊猫骑自行车的
动感造型为创意，在设计上进行了扁平
化处理，用熊猫的元素，是体现成都绿
道的特殊性和专属性，他也凭此创意获
得了三等奖。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2月5日，华西证券成功登陆A股，募集资金49.66亿元，成为2017年以来募资额最高的
新股。

在走上资本快车道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蔡秋全表示，华西证券
将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到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的工作中来。充分发挥券商“助推器”和
“催化剂”的作用，多措并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全力以赴助推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力助推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大会特别报道

据介绍，华西证券于2000年
6月26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由
原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
原四川证券交易中心合并重组、
增资扩股成立，注册资本26.25
亿元，注册地为成都。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蔡秋全表示，作
为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华西证
券一直坚持“立足西南、深耕四
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有效布
局”的发展方针，积极服务成都
经济建设。

“2012年5月23日，华西证券正

式启动上市工作。在克服重重困难
之后，华西证券于2月5日，成功登
陆A股，募集资金49.66亿元，成为
2017年以来募资额最高的新股。”

蔡秋全介绍，上市后的下一
步，华西证券将把募集资金用于
拓展营业网点布局，提升整体投

研能力，扩大资产管理业务、融
资融券业务、自营业务等业务规
模。同时，加大对子公司的投入，
加强合规风控和信息系统建设，
从而更好地发挥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的功能。为成都建
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贡献力量。

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怎
样帮助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
快速发展路径是核心要义。蔡秋
全表示，华西证券要做的就是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差异化、创新
性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据介绍，在股权、债权融资方
面，华西证券打造专业团队，创新
业务品种，有力、有效地帮助企业

破解融资难题、打通融资渠道。
2017年，华西证券完成了帝王洁
具重大资产重组项目、16人居债
项目，成都航利航空、中迪金控等
财务顾问项目以及翰林文化、实
时技术等新三板挂牌项目。

“在中小微企业培育方面，
作为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
中心并列第一大股东，华西证券

积极与成都金融控股集团等进
行对接合作、优势互补，围绕中
小微企业‘咨询、融资、并购’等
需求，通过会议宣导、‘一对一’
指导等方式为其提供‘一站式’
金融服务。2017年，华西证券推
荐358家成都市企业成功挂牌天
府股交中心，累计服务川内企业
千余家。”

蔡秋全表示，此外华西证券
还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作
为主发起人，同多家机构于2016
年11月共同出资设立航天基金，
积极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智能
制造业、工业互联网产业等国家
政策大力支持产业。2017年，航
天基金投委会已决策通过11个
项目，投资金额逾2.6亿元。

蔡秋全表示，接下来，华西证
券将紧紧围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以及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结合

《关于进一步加快建设国家西部金
融中心的若干意见》和《建设西部
金融中心行动规划（2017-2022
年）》相关要求。积极践行“四川根
据地”战略，扎根四川、深耕四川、
服务四川，充分利用当前发展契
机，整合各类专家资源，搭建服务

专家库，帮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稳步走向资本市场。

“目前，华西证券已经设立四
川根据地战略委员会并下设办公
室，一方面积极与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省科技厅等单位进行对接
交流，搭建互助共赢的合作平台。
另一方面与成都市等地方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服务实体经
济、构建西部金融中心等领域开

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
在此基础上，华西证券将继

续推动川内中小微企业尤其是
成都市的企业与天府股交中心
对接，整合内外部资源，挖掘、培
育优质企业，着力打造中小微企
业全方位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并
且继续推进直投子公司市场化
运作，稳步发展股权投资业务，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股权投资

体系。同时，继续推动资管业务
转型发展，积极获取公募资格，
打造全牌照的业务发展格局。最
后，还将继续深化投资交易业务
发展，回归金融机构本源，不断
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坚定不
移、持之以恒地为成都建设国家
西部金融中心注入新动力，再做
新贡献。”蔡秋全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6年上市路 发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功能

破解融资难 2017年服务千余家川内企业

践行“四川根据地”“扎根四川、深耕四川、服务四川”

标志中还提取了
成都市花芙蓉花和银
杏叶的外形线条；

以绿意盎然的色
彩构成新图形，似山、
似水、似绿叶，代表天
府绿道绿意满城，山水
环绕的自然之美。

神鸟环绕，代表吉
祥如意，也代表着天府
绿道作为成都新名片
筑巢引凤，繁荣发展的
功能特征，寓意着对天
府盛景的美好期待。

征集：全国各地投稿219套

市建委介绍，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2017年12月11日至2018年1
月13日，市建委组织成都兴城集团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
全社会公开有奖征集天府绿道标志，收到了219套来自全国各地的
投稿作品。

市建委介绍，很多作品从反映成都的太阳鸟、银杏、芙蓉、大熊
猫、蜀绣、蜀锦、田园、古镇等元素中汲取灵感，运用印章、书法、绘
画、图案、英文、解构等不同表现手法，形成了许多突破常规、独具特
色、极富美感、令人印象深刻的上好佳作。

评选：一等奖奖金10万元

经过历时7天、约20万人次的公众投票，由VI、艺术、文化、文创、
新闻传播等领域5位专家和市文广新局、市旅游局、市体育局、市林
业园林局、市水务局等部门的3天评比推荐，最终按照“公众投票占
比30%、专家和部门评定阶段得分占比70%征选”的活动规则，产生
了征集活动的各个既定奖项，最终选出7套获奖作品（评选出一等奖
1名、奖金人民币1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人民币2万元，三等奖3名、
奖金人民币1万元，网络人气奖1名、奖金人民币1万元）。

据介绍，一等奖为署名“杭州美高品牌”的NO.3作品，二等奖为
署名“卢易”的NO.7作品和署名“tans”的NO.210作品，三等奖为署名

“中建西南院”的NO.58作品、署名“成都黑蚁文化”的NO.56作品和
署名“川大蛋黄小分队”的NO.30作品。最佳人气奖为获得公众投票
票数最高的署名“廖芳”的NO.4作品。

其中，一等奖成为天府绿道最终的官方标志。

设计者构思
了一个“神鸟环绕
绿映天府”的创意；

由成都独有
的太阳神鸟为基本
图形元素进行设计
演变；

与天府绿道
的中英文字体、
红色闲章构成山
水环绕的天府绿
道盛景。

神鸟代表了古蜀
的文化内涵，以神鸟为
核心传达出了天府绿
道对古蜀文化的继承。

神鸟互相环绕飞
舞，传达出了和谐统
一的美好寓意，又传
达出了天府绿道的地
域形态。

作为第一名获奖者，来自杭州的翁
建兵，带领的是曾成功创作杭州城市品
牌的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园林研究院团
队，“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征集工作后，
立即着手组织设计，投稿了5个作品。”

翁先生对成都天府绿道的规划建
设评价很高。“成都是天府之国，如今
市政府大手笔打造全境绿通网络，对
城市来说是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重大
创新之举，对老百姓来说会带来出行
休闲、锻炼、享受生活以及城市的环境
品质提升带来美好的体验，也是大家
对品质生活的共同追求！”翁先生还对
比了浙江和成都两地的绿道，他说浙
江的规划实施得比较早，目前基本遍
布至各县市了，但有些分散，需要逐步
连接起来，“成都天府绿道总体规划逐
步推进，这样很有序。”

在设计时，考虑到成都的特色是

太阳神鸟，于是翁先生构思了一个“神
鸟环绕 绿映天府”的创意，由成都独
有的太阳神鸟为基本图形元素进行设
计演变，与天府绿道的中英文字体、红
色闲章构成山水环绕的天府绿道盛
景。“神鸟代表了古蜀的文化内涵，以
神鸟为核心传达出了天府绿道对古蜀
文化的继承。神鸟互相环绕飞舞，传达
出了和谐统一的美好寓意，又传达出
了天府绿道的地域形态。”

翁先生介绍，标志中还提取了成
都市花芙蓉花和银杏叶的外形线条，
并以绿意盎然的色彩构成了新的图
形，似山、似水、似绿叶，代表了天府绿
道绿意满城，山水环绕的自然之美。主
图上，神鸟环绕，代表吉祥如意，也代
表着天府绿道作为成都新名片筑巢引
凤，繁荣发展的功能特征，寓意着对天
府盛景的美好期待。

“天府绿道”有了自己的LOGO！昨日上午，天府绿道标志社会有奖征集
活动暨发布仪式，在高新区中和街办锦城绿道上举行。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宣布
正式启用天府绿道标志，并向获奖作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天府绿道标志的创意来自于成都独有的太阳神鸟，以其为基本图形元素
进行设计演变，构成一道山水环绕的天府绿道盛景。

“天府绿道，是一条展现天府文化、体现国际水准的世界级绿道，一幅描绘
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蜀川画卷，也是一条能让市民和游客静下心
来、慢下脚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亲民绿道。”市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代言
天府绿道的标志，“理应来自社会。”

获奖者心中的设计思路：

神鸟环绕不仅代表吉祥如意
寓意对天府盛景的美好期待

点
赞

设计师眼中的天府绿道：

我是天府绿道的忠实粉丝
每段绿道都根植不同文化

让天府绿道成为享誉世界的耀眼名片

天府绿道标志正式启用:
神鸟环绕 绿映天府

创意来自成都独有的太阳神鸟 设计者昨日获颁证书奖金

意意
喻喻形形

记者从11日召开的2018年成都市
环境保护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上获
悉，2018年，成都将强力整治243段黑
臭水体，并打造科技治理新引擎，积极
搭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大力研发污染物精确溯源系统。

过去5年，全市环保系统超额完成
“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任务，2017年
PM10、PM2.5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
41.3%、42.3%，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增加
103天，全面完成水十条实施以来国
家、省政府下达的年度考核目标要求。
2017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35
天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64.9% ，PM10、
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88微克/立方
米、56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3.7%、10.2%，优良天数和污染物浓度
均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并创
下2013年实行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以
来的最好成绩，全面完成“大气十条”
目标任务；锦江黄龙溪出境断面水质
由2016年的劣Ⅴ类改善为Ⅴ类，金马
河岳店子出境断面水质由2016年的Ⅳ
类改善为Ⅲ类，沱江宏缘断面水质由
2016年的Ⅴ类改善为Ⅳ类，全市县城
及以上、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分别为100%、98.2%。
会上同时对2018年着力抓好的重

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打赢蓝天
保卫战，成都将持续推进“治霾十条”，
实施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
继续深化夏季臭氧防控行动和秋冬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同时加强工业
污染治理，加快淘汰大蒸吨燃煤锅炉，
强力推进老旧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
造；强化移动源污染控制，严格高排放
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管控，强化柴油
货车排放达标监管；加强面源污染治
理，严控露天焚烧和餐饮油烟控制。为
打好碧水保卫战，将加强江河湖库水
生态保护，强力整治243段黑臭水体；
实施污水处理扩能提标升级，严格实
施岷江、沱江流域日处理1000吨以上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推动污水处理
配套管网、污水处理厂前端调蓄池等
设施建设，提升中水回用比例。

“打造科技治理新引擎”也被写入
了今年的重点工作。相关部门将积极
搭建全市大气污染防治综合信息管理
平台，推进微型水质自动监测站数据
接入与应用、环境GIS数据加工服务
项目建设；大力研发污染物精确溯源
系统，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空地
一体”的生态监测网格体系，推动3D
气溶胶激光雷达、NARS系统、超细清
水雾、冷却技术应用等重点项目在更
大应用范围落地实施。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成都将大力研发
污染物精确溯源系统

11日，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市城管
委、市安监局四部门联合发布倡议书，倡
导市民在春节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

倡议中说，燃放烟花爆竹是我们
的传统习俗，但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易
引发火灾，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和财产
损失，还会造成空气和噪声污染，危害
公众身体健康。为了天更蓝、地更洁，
共建共享更加美好生态环境，倡议每
一个市民都做不燃放烟花爆竹的践行

者、倡导者，按照《成都市烟花爆竹燃
放管理规定》，坚决不在中心城区以及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禁燃区燃放
烟花爆竹，特别是今年我市高新区、天
府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
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均重新划定了
禁燃区域，请广大市民注意各地政府
发布的通告，同时在其他区域也倡导
不燃放或少燃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新闻链接

四部门联合倡议：
“火红”的春节“绿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