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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市场高速增长
大工业增速突破12%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介绍，2018年全年，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售电量496.16亿千瓦
时，同比增加49.97亿千瓦时，增速11.20%。

其中，大工业、居民、一般工商业售
电量分别同比增加12.04%、9.16%、9.06%，
是售电市场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大工业市场增速最大，重要
增长点包括冶金实验厂、都钢钢铁等企业
环保整改复产、京东方、捷普科技等电子
制造企业产能释放以及新上电铁牵引、轨
道交通项目运力增加等。居民、商业市场

受“冬冷夏热”气温影响，电量大幅增长。

工业经济量质齐升
成都“主干”作用凸显

作为反映经济运行变化的“晴雨
表”，大工业售电量的大幅增长背后，是
成都工业经济的量质齐升。

2018年，成都工业经济运行总体符
合预期，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全国。数
据显示，成都工业总量持续攀升，全口径
工业增加值突破5600亿元，占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的37%，筑牢了产业支撑；占全
省工业总量的45%，“主干”作用凸显。

这一年，成都工业增速稳中有进，全

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5%，较全国高
2.3个百分点。投资高位运行，工业投资在
2016年、2017年“两年翻番”的基础上，
2018年再度同比增长7.5%，增速较全国高
1个百分点；全市458个亿元以上重大工
业和信息化项目完成投资1037亿元，完
成全年目标的122%。为成都工业后续发
展提供了源源动力。

这一年，“5+5+1”现代产业体系力量
逐步显现。先进制造业稳步做大做强做
优：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新型
材料、绿色食品五大重点产业增加值增长
10.8%，在全市工业总量中占比达82%。电
子信息产业中，新型显示、5G示范应用、信

息安全等领域跻身全国前列。装备制造产
业中，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国内
呈现并跑领跑势头。医药健康产业中，生
物技术药、高端诊疗设备等领域处于全国
前列。新型材料产业、绿色食品产业不断
创新，加快向高质高端发展。超前布局新
兴产业，氢能产业链初步形成，建成中西
部首条氢燃料电池示范线和首座加氢站。

这一年，“高质量”成为产业发展关
键词。成都产业布局不断优化，强力推进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20个重点领域产
业生态圈建设。此外，还明确了23个制造
业产业功能区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编
制完成“两图一表”。

“运动医学亚洲杯”3月将在成都举行
据新华社电 中国足协30日消息，由亚足联主办、中

国足协和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六届亚足联医学大会
将于2019年3月在成都举行，这将是大会首次来到中国。

届时，来自国际足联、欧足联、亚足联的专业人士和
来自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的专家学者，将与中国知名
运动医学专家齐聚一堂，以“足球与运动医学——挑战与
机遇”为主题展开专业分享交流，预计与会人员近千人。

被誉为“运动医学亚洲杯”的亚足联医学大会每四
年举办一届，是亚洲范围内关于足球运动医学最高水平
的会议，旨在搭建亚洲最高运动医学平台，提高亚洲运
动创伤的防治水平，促进足球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哪里吃火锅？树上、湖边、水里、山上、绿道边都可以；白天
围绕着锦城绿道慢跑，夜晚看七大主题灯彩是不是很惬意？记者
了解到，围绕着绿道，更多的消费场景将会在成都的绿道上呈
现。吃火锅、赏花、看马戏嘉年华，慢跑、赏灯、体验音乐旱喷的美
感，到新都、武侯这些地方，一定会让你体验到不一样的春节。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白天围绕着锦城绿道慢跑，沿途
绿树环绕，空气清新，品全国各类美
食；夜晚看七大主题灯彩，这个春节，
天府芙蓉园将成为成都市民春节又一
游览胜地。2月1日，2019首届芙蓉彩灯
节将亮相天府芙蓉园，成都市民以及
游客们，将在2019年农历春节期间享
受一场别开生面的游览盛宴。在游客
中心前广场，还能欣赏到音乐旱喷的
美感，除了它的规模在成都数一数二，
并且伴随着轻柔的音乐，水柱自下而
上喷涌而出，筑成一道道水幕。数十种
不同的造型，激荡而出，宛如水中芭
蕾，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极致体验。

锦城绿道（武侯段）全长约36公
里，规划一级绿道12.6公里，规划二级
绿道23.6公里。天府芙蓉园则是锦城
绿道上的重要节点，项目位于武侯区
环城生态区南片区，占地约1330余亩，
总投资8亿元，项目以“天府锦绣、芙蓉
未央”为主题，充分展示“芙蓉画卷”盛
景。

说到天府芙蓉园，其夜景本身就
已经光彩夺目了。位于游客中心的沉
浸式光影体验互动区是一个封闭式的
体验空间。当画面开始播放后，你会感
觉自己仿佛腾空了一般，跟随不断变
化着的画面，见证着成都几百年的变
化。满屋子绚烂的光影，随手一拍便是
一股高级的艺术感。除了奇妙的4D体

验之外，还能体验到步步生花的奇妙
感受，行走其中，如仙女飘过，自带美
感。在蓝花楹大道上，超巨楼体投影上
演着可爱的滚滚、麻辣的火锅……一
系列经典的四川元素在建筑物上逐一
呈现，给人以超强的视觉冲击感，让人
情不自禁掏出手机记录这梦幻时刻。

首届芙蓉灯彩节之花年万灯季将
于2月1日正式启动，并将持续至2月28
日，免费对公众开放。活动期间，每天
上午10时起，市民可以步入园中。星光
草坪将展出本次活动的主灯彩形象
——大美芙蓉灯组，近1000平米“耿耿
星河”上盛放的芙蓉，祝福着成都人民
来年幸福安康。在园内蓝花楹广场、音
乐喷泉广场等景观点，还设置了七大
主题灯彩组团，让你春节打卡忙不停。

活动期间，天府芙蓉园在蓝花楹
大道打造的芙蓉美食街也同期开街。
洛带油烫鹅、乐山烤五花、彭州军屯锅
盔、红糖锅盔、三大炮等15种四川特色
美食一站尽享，大肠包小肠、大虾棒、
拉丝热狗、大连鱿鱼等街头爆款美食
也将齐聚芙蓉美食街。

在十二篱园广场，除了旋转木马、
旋转飞车、童趣蹦蹦床、怀旧气球射
击、沙包丢丢乐等童趣娱乐项目外，还
有发光方凳、发光跷跷板、发光秋千等
专属于儿童的新年奇境，接受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接触到新奇的玩意儿。

火锅植入生态田园、乡村绿道；消费者可
以在树上、湖边、水里、山上吃火锅——成都
市新都区位于绿道中的特色小镇天府沸腾小
镇，让绿道有了演绎功能叠加的新样本。在这
个春节，天府沸腾小镇及其周边的漫花庄园、
新都百花谷，也会集中推出一系列年味十足
的活动，让您的春节假期更丰富。

走进这个位于新都三河场的玛歌庄园，
锦城绿道从庄园穿越而过，到了夜晚，湖中的
激光音乐喷泉开始了“表演”，在水面一字排开
的喷泉完全是水景艺术，令观众大呼过瘾。同
时，还有一艘民歌小船，两位川音的民歌手在
水中悠游而歌，美好的旋律令氛围更加浪漫。
在树屋上吃火锅、在船上吃火锅、坐在湖边吃
火锅、看着激光音乐喷泉秀吃火锅……新奇的
环境体验，佐以成都特色的火锅文化，再加上
抖音、朋友圈、短视频等现代传播手段的“烹
煮”，玛歌庄园俨然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天府沸腾小镇迎春音乐文化周活动也
将在锦城绿道沸腾上演，为市民创造旅游消
费新场景——品火锅、听音乐、看熊猫文化
迎新春。品尝过火锅，还可以到漫花庄园赏
郁金香，到音乐·百花谷观国际马戏嘉年华
游园迎新春。漫花庄园位于蜀龙大道南段，
总占地面积500余亩，春节期间可以观赏郁
金香花节外，景区还种植了大面积的牡丹、
欧洲玫瑰、蓝百合、海棠、风信子、冰岛虞美
人、金鱼草、仙客来、三角梅、瓜叶菊、鸳鸯茉
莉等上万株花卉，随季节次第开放，让您不
出国门，就能感受到世界级的花海及花境。

在新都音乐·百花谷，则将在春节期间
上演一场马戏嘉年华的大秀，主办方从欧洲
引进最先进的高科技声光电技术和顶级动
态舞美设备。热舞表演、滑稽秀、杂技表演、
钢丝表演……除了外籍团队精彩绝伦的表
演和顶级滑稽艺术盛宴，还有传承中国传统
杂技表演团队，中外文化的碰撞，给您一个
超棒的春节假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图据武侯区
委宣传部、新都区委宣传部、天府芙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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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
吃火锅

玛歌庄园：“网红打卡地”

武侯区
赏彩灯
天府芙蓉园：芙蓉彩灯节

武侯天府芙蓉园

新都百花谷

新都天府沸腾小镇

成都大工业售电量增12%
折射出什么信号？

牵手法国智奥会展集团
成都将培育SIRHA中国展

1月28日，在成都市政府与法国里昂市政府的共同
促进下，四川天府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法国智奥会展集
团在里昂市政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展会项
目、展馆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智奥集
团将以此为契机，计划将区域总部落户成都，与成都市
一道，共同培育SIRHA中国展。

“成都有良好的会展产业发展基础”

据了解，法国智奥会展集团是全球知名会展企业，核
心业务为场馆管理、展会主办、活动与体育赛事运营三大
板块。智奥会展在全球拥有90多个办公室，管理43个场
馆，每年主办200多场展会、服务4000多场活动。

其中SIRHA国际酒店餐饮食品展是法国智奥集团的
品牌展会，创建于1984年，两年一届，现已成为欧洲乃至世
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食品餐饮类展览会之一。展会同期举
办的博古斯世界烹饪大赛，被誉为“烹饪界的奥林匹克”。
签约期间，法国智奥会展集团董事长吉农表示，成都有良
好的会展产业发展基础和举世闻名的美食文化，在成都培
育SIRHA中国展，是契合双方发展意愿的共赢之举。

筑牢连通世界的桥梁

会展是城市的名片，是一座城市连接世界的桥梁。
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上，成都市
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国际会展之都，打造名展、培育名
企、建设名馆、壮大名企。

据成都市博览局介绍，成都2018年共计举办重大展
会活动689个，其中国际性展会156个，实现了展出面积
1027.2万平方米，首次突破千万平方米；会展业总收入
1091.9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参展参会人数达1.066亿
人次，首次突破一亿人次三项重大突破。

同时成都积极推进会展产业的国际化进程。2018
年，排名全球前10的展会企业已有7家来成都开展项目
合作。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西部国际口腔展、成都国际
汽车展览会等5个本地展会获得全球展览业协会（UFI）
认证。中国环博会成都展（IEexpo Chengdu）、第十八届
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2019亚洲科幻大会、2021国
际牙科研究学会（IADR）全球年会暨展览会等12项全球
性重点会展已落户成都。

可以预见，2019年不久的明天，将会有这样的充满想
象力的画面：成都市民在家门口欣赏到顶级的科幻作品、
观看全球最具趣味性的警察和消防员大赛、切身体验现
代牙科医学和环保技术的提升等等；而世界，也可以在
2019年，通过更高规格、更高频次的会展活动搭建的交
流之桥，来到成都，了解成都，在成都发现共赢的机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李羽龙

2018，对成都来说，意义非凡——这一
年，成都GDP超过1.5万亿元，迈入新格局。
从2014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到2018年迈
上1.5万亿门槛，这一年，是成都“跃升”年。

这一年，亮眼的不仅仅是整体经济成绩
单。分项数据更是成都产业发展的最好证明。

记者从国网成都供电公司获悉，2018
年全年，国网成都供电公司售电量496.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速11.20%。其中增速最大
的，是大工业市场。作为反映经济运行变化
的“晴雨表”，从大工业售电量的大幅增长折
射出成都产业发展怎样的轨迹和信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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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绿道
新耍法

1月30日，宜宾南溪仙源长江大桥（上图）顺利建成通
车，结束了43万南溪人民千年摆渡过江历史。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自2013年以来，
全省已累计建成渡口改桥梁900余座，受益群众达千万人。

南溪仙源长江大桥长1499米，拥有572米长的主跨，
在钢混叠合混合梁斜拉桥中名列前茅。同时，该桥是四
川省内首个渡改桥PPP模式的项目。大桥建成通车后，原
有的广福门等3个客渡码头将逐步撤销渡运功能，将有
效改变两岸居民千百年摆渡过江历史，以往2个小时的
过江车程缩短到5分钟。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南溪江段无普通公路过江通
道，两岸交通联系需依靠轮渡或绕行上游的宜宾长江大
桥和下游的江安长江大桥。受渡船安全系数低、秋冬季大
雾封航等因素影响，给两岸居民来往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历经3年多的建设，南溪仙源长江大桥顺利建成通车。
大桥通车，上万名长江两岸南溪群众蜂拥“踩桥”。“

自称“南溪媳妇”的小杨告诉记者，以前过江只能坐
船，有广福门和西门两路，一共4艘船。但是在人流量大
的时候远远不够用，尤其是春节回家，元宵节登高“吃龙
肉”（当地独特风俗）、办龙灯会，每年都能看到河两岸排
着百米长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罗敏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四川又多一座长江大桥
2小时过江变5分钟

紧接01版 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清洁能源和绿色产品；
积极履行好依法纳税、促进就业等社会责任，在带动和
促进社区建设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都将按照市委
市政府“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年”部署要求，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发展当好“后勤部长”，全力助推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会上，英特尔、四川石化、一汽丰田、成飞集团、康弘
药业、京东方等28家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介绍企业在
蓉发展情况和2019年重点工作，并围绕生产要素保障、
引才留才、提高服务效能等提出意见建议。企业家们表
示，新的一年，将牢牢扎根成都，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与成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开展合作。罗强认真听取
大家的发言，不时交流互动，并要求有关部门逐一梳理
企业家们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研究后及时给出明确答
复，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副市长曹俊杰，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市经信局、发
改委、财政局等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