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版/02版 责编 何先菊 戈萍 美编 黄敏 杨培央 校对 陈婕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2
2018年11月1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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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跃升两级
排名上升至71

什么是世界城市名册？记者获悉，作为全球最
著名的城市评级机构之一，GaWC自2000年起不
定期发布《世界城市名册》，通过检验城市间金融、
专业、创新知识流情况，确定一座城市在世界城市
网络中的位置。

这份榜单被认为是全球最权威的世界城市排
名，GaWC以其独特视角对城市进行Alpha，Beta，
Gamma，Sufficiency（+/-）划分（即：全球一二三四
线），以表明城市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位置及融入度。

今年的排名，Alpha级别中，Alpha++城市为伦
敦、纽约。今年全球一线城市的变化在于，香港前
进一名入围前三，北京首次进入“四强”，而广泛性
全球化代表城市新加坡，则从第3下滑至第5。此
外，深圳从Beta升至Alpha-，首次进入世界一线城

市行列。
在Beta级别中，中国有13座城市上榜，众多新

一线城市出现了跨级别的跃升：成都从Beta-升至
Beta+，杭州从Gamma+升至Beta+，天津从Beta-升
至Beta，南京从Gamma+升至Beta，武汉从Gamma-
升至Beta。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领头羊”，成都排名上升
至71，再度跃升2级，至Beta+，保持在新一线城市
中的领先地位。

成都凭什么？
生产性服务业是“软基础设施”

“我们关注的不是城市本身的‘资产’，比如城
市经济体量如何、有多少公司或大学等，而是专门
关注这些‘资产’如何与其他城市的‘资产’联系起
来。”GaWC副主任本·德拉德说，“这就塑造了
GaWC全球互联互通性的衡量标准，以及评价城

市互联互通战略和地理维度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只是城市经

济中某一特定组成部分，却是“软基础设施”的核
心构成，配合诸如机场等“硬基础设施”，把城市经
济中其他主体与全球经济相连。

成都已经确定了新时代“三步走”的战略目
标，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成
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城市。更具体的举措也相继
出炉，成都明确重点发展产业领域，提出将加快构
建先进制造业、新兴服务业和新经济为支撑的现
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进一步谋划了“5+5+1”的
产业细分领域。其中，成都积极顺应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着力发挥比较优势提升
国际竞争力，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
型材料和绿色食品产业为重点，全面推动产业集
群成链发展，在产能规模、研发创新、标准品牌等
方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昨日在IFS启幕，为期5天免费对公众开放

在成都248米高空
探索时尚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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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展览（11月14日-18日）免费
对公众开放，来宾可身处248米高的空
中艺术世界，俯瞰成都繁华的城市景观，
并与艺术人士及爱好者共享艺术之美。

GaWC发布2018世界城市名册
成都再次跃升2级 领跑新一线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邹悦
实习记者
黄伊舲
摄影记者

张士博 王红强

欧洲设计中心高级设计师 贾科莫·苏马：

从建筑时尚来看，成都把我“点燃”了！
在“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中，来自意大

利的贾科莫·苏马（Giacomo Summa）十分关
注成都用矿泉水塑料瓶做出来的衣服，一直请
翻译从中搭桥，和展台的负责人交流了很久。

作为欧洲设计中心高级建筑设计师，
苏马非常在意环保、可持续这件事，无论是
在服饰还是建筑中。他告诉记者，追求环
保、可持续，本身就是一种时尚。

第一次来到成都，苏马认为太古里就
非常时尚。“我的酒店就在太古里上方，当
我昨晚从楼上俯瞰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
会烙印在人心底的建筑项目。”古老的寺
庙、开敞的空间与现代建筑相呼应，苏马
说，他在欧洲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项目。

“成都这样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不去破坏
古老的东西，将它们与现代相融合。你看
Gucci和寺庙在一起，这太妙了。”

苏马把成都比作电影中的城市，和巴
黎的河岸、罗马的广场、洛杉矶的阳光一样

“上镜”，“可以说，成都把我点燃了！”

中国当红独立设计师 张旭：

在我眼中，成都既有朝气又时髦

昨天下午，张旭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
带着几个国际友人来到了展览现场。实际
上，她专门为此次时尚周设计了一件作品，
就在展览入口处。

曾在奢侈品行业从事视觉工作长达十
年，张旭与Dior、Prada、Miu Miu等国际一
线大牌都是“深交”。自2012年推出自己的
同名服装品牌后，张旭的作品现在已经成
了各大明星和时尚人士的衣橱新贵。

张旭带来的作品，是一套灵感源于云
贵川的服装。苗族传统的蜡染布，结合上世
纪70年代的摇滚风格，法式的线条混搭梅
花、喜鹊等中国元素的图案。小众、独特的
设计，展示着张旭对于时尚的理解。

目前，张旭的作品已经进入了成都有
名的HUG买手店。她告诉记者，自己19岁
来成都打碟、驻唱，“我在这里学会了吃辣，
也很喜欢成都人的性格，女孩子很美、不
装。在我眼中，成都既有朝气又很时髦。”

法国知名艺术家 文森·漆：

时尚周将世界时尚目光吸引到成都

来自法国的知名艺术家文森·漆也穿着
张旭设计的服装出现在现场。曾在成都生活
过一段时间，文森·漆不仅会说中文，还现场

“秀”了几句成都话。此番来蓉参加活动，他
认为，成都国际时尚周的举办“对成都是好
事”，不仅能为城市带来众多时尚资源，还将
世界时尚领域的目光都吸引到这座城市来。

时尚快闪
嘉年华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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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星光熠熠开幕星光熠熠
王珞丹：
成都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

因为国际知名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设计
的“熊猫”，成都IFS屋顶花园成为时尚人士必
去的“打卡点”。而IFS 2号楼顶楼——高达248
米的第50层，昨日首次开放，迎来了第一场时
尚盛宴。

“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的开幕式星光熠
熠，主持人是《T Magazine》中国版的主编冯楚
轩，嘉宾则由被国际四大时装周钟爱的王珞
丹、陈碧舸、裴蓓等领衔出席。由冯楚轩担任总
编辑的栩栩华生媒体集团，也是此次“中国设
计在成都”展览的主办方之一。

身穿蓝色小西装出席的王珞丹看起来简
约干练，她用一个非常成都的词语来形容这个
城市——洋气。“比如走在街上看到路人的衣
着（包括小孩）都会觉得很洋气，这个城市给人
的感觉也一直是很热情。”

当红国内独立设计师张旭昨天也穿着自
己设计的衣服来到现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
计师兰玉虽然没来，但其设计的“雅克诺布”品
牌服装在展览中展出，这些服装的上一个舞
台，是9月的“2019纽约春夏时装周”。

国际文化碰撞国际文化碰撞
摇滚等先锋时尚
与传统中国文化共聚一堂

在冯楚轩口中，成都是“吸纳”的、“友好”
的。因此“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是以成都为
原点，串联起空间与时间、符号与坐标、人情与
记忆的多维度载体。“我们希望通过当代先锋
且标志性的独立时装设计师的作品，怀古同时
标新，解答同时设问，共同呈现成都吐纳万千
的独特魅力。”

根据这样的思路，展览由“西南名艺”、“感
官维度”、“蜀地之风”、“手艺再生”四大板块组
成 ，既 汇 聚 了 Xander Zhou、Ms MIN、
SANKUANZ、Nicole Zhang等当代中国独立
设计的中坚力量，同时也集结了SAMUEL
GU YANG、Angel Chen、SHUSHU/TONG、
Particle Fever粒子狂热等在西风东渐背景下显
现锋芒的年轻设计师的品牌。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融入朋克文化的长
裙，以流行材料pvc为衣料做成的嘻哈外套，也
看到了由苗族贴布拼接而成的服装，精致的蜀
锦蜀绣。国际文化在展厅里碰撞，摇滚等先锋
时尚与各种传统中国文化共聚一堂。这也是此
次展览想要传达的充满真情实感的时装文化。

讲述成都时尚讲述成都时尚
蜀锦蜀绣和用矿泉水瓶做的服装
成为展览的“高光”

“成都”元素在展厅里随处可见，甚至成为展览
“高光”。

辣椒、瓷碟、熊猫，展厅的布置本身就“成都味”
十足；成都本地时尚生态圈最具发言权的买手店
Dressing For Fun、Hug 与 Kerry RC 以 及 Play
Lounge，分别构建了展现成都本地潮流与各自特质
的Pop-Up限时形象店，为成都购物文化做出注解。

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饱含着天府文化的蜀绣蜀
锦。王珞丹昨日下午来到展位时，便被一张蜀锦方
巾吸引，直呼“漂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张方巾
的纹样由加拿大设计师设计。“目前，蜀锦蜀绣在传
播天府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继续
走在国际时尚前沿。”

另一个展位“朴素”得特别，却引起了欧洲艺术
中心高级设计师贾科莫·苏马的注意。一叠灰色的外
套、围巾规矩地叠放在展台上，这些由成都大爱感恩
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生产的服饰，全部由回收的矿泉
水塑料瓶加工而成的。“6个塑料瓶，就能加工生产出
一条0.9米长、9.5厘米宽的围巾。”该公司主管莫美衷
告诉记者，这体现了成都热心环保的态度，产品的展
示与售卖都将把“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向外传播。

昨日，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2018》出炉
成都排名上升至71，再度跃升2级，至Beta+，保持在新一线城市中的领先地位

让人欲罢不能的口
红机，灯光绚丽的网红墙，
印着“小龙坎”字样的限
定卫衣……昨日的春熙
路广场格外热闹。作为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
的常设活动，为期5天的

“锦江国际消费季·时尚
快闪嘉年华”在此正式开
启，吸引了大量潮人参与。
活动现场，著名摄影师孙
敏和《成都不是一个天
堂》创作者朱毁毁还带来
了自己的摄影展

时尚潮人在春熙路步行街成都国际时尚周的通道前拍照 王珞丹和知名模特一起观展

外国友人观看摄影展

“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一角

充足的光线透过明亮的玻璃幕墙洒
在室内，一件件时尚展品明艳亮相，这是
在成都人熟悉的IFS，但却是从未迎接
过来宾、颇为神秘的2号楼50层。

14日下午，王珞丹、陈碧舸、查可欣、裴蓓等时尚
大咖，以及兰玉、张旭等著名设计师都来到这里，一个
名叫IFS Skylark Gallery的文化艺术空间，共
同拉开时尚周“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的帷幕。

贾科莫·苏马

张旭

文森·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