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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来成都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副
市长玛丽雷娜·皮拉蒂表示，希望通过
音乐这座桥梁，让博洛尼亚与成都在
音乐与城市建设、音乐项目交流、音乐
教育、音乐旅游、音乐与民族文化、音
乐场馆运营等展开全方位合作。

博洛尼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的世界音乐之都，成都当下则在
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两个“音乐之都”
的牵手令人期待。

玛丽雷娜·皮拉蒂透露，博洛尼亚
市将与成都就多项合作进行洽谈，“目
前初步计划，由意大利博洛尼亚歌剧
院、西班牙特累里费歌剧院与成都城
市音乐厅等共建音乐之都成都国际歌
剧院俱乐部，慢慢把联合国认证的音
乐之都都吸纳进来，打造一个成都自
己的IP。”玛丽雷娜·皮拉蒂告诉记者，
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歌剧院、西班牙
特累里费歌剧院还在全世界做一个歌
剧联盟网，成都也将成为首个加入该
联盟的亚洲城市。此外，双方还将启动
蓉欧之星青年歌唱家培训计划，把成
都乃至全中国的人才推向欧洲。

综合新华社四川日报消息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栗战书8日至11日率领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四川检查水污染
防治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法定领导责任、
工作责任、监管责任、执法责任，用法
律武器治理水污染、保护水生态，筑牢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这次执法检查严格对照水污染防
治法法律条文进行，突出检查各级政
府及监管、执法、司法部门和企业等落
实法定责任情况。执法检查组一下飞
机就来到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了解生
态环境监管指挥平台运行和水质监测
情况，询问水污染事故防范及应急处
置措施。栗战书强调，要用好现代化监
测手段，掌握真实情况、及时发现问
题，切实督促整改。在成都市青羊区摸
底河蜀辉桥段察看黑臭水体整治成
效，检查河长制落实情况，到天府新区
兴隆湖了解生态水环境综合治理。栗
战书主持召开座谈会，紧转03版

栗战书在四川检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时强调

落实法定领导责任工作责任监管责任执法责任
用法律武器治理污染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19个国家400余名嘉宾云集 两个“音乐之都”牵手拟打造成都IP

首次来华落地成都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10日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
群众回信，祝贺独龙族实现整族
脱贫，勉励乡亲们为过上更加幸
福美好的生活继续团结奋斗。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
独龙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
活。进入新时代，独龙族摆脱了长
期存在的贫困状况。这生动说明，
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
众的团结奋斗，人民追求幸福生

活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强调，脱贫只是第一

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希望乡
亲们再接再厉、奋发图强，同心协
力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努力
创造独龙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昨日上午，走过华盛顿、柏
林、墨尔本等城市之后，第八届
音乐之都城市大会首次来到中
国，在成都开幕，这不仅是大会
创办以来规模最大、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一次盛会，也是成都
举办的首个世界级音乐产业大
会，旨在通过“音城会”与全球
78座音乐城市建立连接，并将
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音乐资
源与成都本土旅游文化进行嫁
接，促进音乐与旅游产业紧密
融合。

本届音城会期间，来自全
球19个国家的400余名重要
政要嘉宾、知名音乐企业代表
和音乐艺术人士齐聚，就“音
乐驱动城市发展”、“音乐改变
生活”、“音乐产业的未来”等
主题，共商成都创建音乐之都
的发展方向，同时就世界音乐
城市建设、音乐促进经济发展
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音乐之都城市大会至今已在全球
不同城市举办过七届，第八届首次来到
中国，为何定位成都？

在第八届音城会执委会主席、四川
音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郑纲
看来，这是音城会对成都实力的认可。
事实上，成都的竞争对手还包括日本福
岗和韩国首尔。“音城会从来没有在亚
洲开过，所以亚洲城市对本届音城会都
有很大的期待，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
察，最终音城会落地成都，成都也成为
了音城会走进亚洲的首个城市。”郑纲
告诉记者，从开幕首日的反馈来看，各
方嘉宾均表示出乎意料，“用音城会创
始人的话来讲，这是他们见到的国际化
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届。”

成都之所以能够吸引到众多国际
音乐城市及音乐人，郑纲认为原因很
多，“成都现在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吸引
了全球不少城市关注，同时成都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少城市对成
都的文化背景非常感兴趣。”同时，因为
中国经济发展令人瞩目，更多的城市看
到了成都乃至中国城市的合作机遇。

从3年前第一次知道成都，
到多次来成都考察，音乐之都
城市大会创始人沙恩·夏皮罗
坦言，成都这座城市音乐产业
发展之迅猛让自己心生羡慕，
而成都的开放包容、本地优秀
的音乐人及这里的hip-hop音乐
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对这
座城市未来音乐产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相信这届大会
将是最棒的！”

在沙恩·夏皮罗看来，音乐
更多是一个生态体系，而不仅仅
是古典音乐、乐器表演，还包括
政府政策、音乐教育、旅游等。夏
皮罗希望能参与到成都音乐生
态体系的建立中来。

“我希望成都继续加大对
音乐的投入，通过音城会能让
成都更多地得到世界认可，让
更多的人认识到成都是一个国
际化音乐大都市。同时，加强音
乐城市国际网络的建立。”沙
恩·夏皮罗说。

成都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吸引全球不少城市关注

世界级“音城会”来了

成都66个产业功能区名单印发

今年安排
建设发展资金
3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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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 创始人
看好成都音乐产业发展
帮助更多的人认识成都

谈发展
意大利博洛尼亚拟与成都
通过音乐展开全方位合作

昨日，第八届音乐之都
城市大会在成都揭幕。沐浴在
四月春光里的成都，开启了这
个春天最动听的一场大会。

无疑，这对以“三城三
都”为城市新品牌的成都而
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
为全球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
的音乐类国际会议，“音城
会”历来在全球负有音乐盛
名的城市举行：英国布莱顿、
美国华盛顿、德国柏林、澳大
利亚墨尔本……此次花落成
都，并成为大会创办以来规
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
一次盛会，显然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成都“音乐之都”的

“身份”认同。而且，这是自成
都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打造国际音乐之都以来，举
办的首个全球性音乐产业大
会。第一次出手就具有如此
规格，足以证明，“三城三都”
的国际性、世界性定义，绝非

“纸上文章”，成都的世界文
化名城建设，迈出了重要和
实质性步伐。

顶级、国际性、规模最
大，透过这一盛事的一个个
标签，可以预见，借着音乐的
翅膀，成都本土音乐与全球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音乐资源
将实现更广泛嫁接，成都的
音乐产业将会有一个实质性
提升，成都别具魅力的天府
文化、生活美学将传播更远，
成都城市形象也将更具辨识
度、饱满度和鲜活度。

音乐与生活、产业与城
市、人与世界，透过大会确定
的一个个议题，也可以看到，
这不是一场局限于音乐本身
的盛会，这将为成都城市音
乐产业以及其他文创产业营
造一个风口，也将成为成都
对话世界的一个最便捷通
道。从南丝绸之路起点一路
走来，成都始终站在世界的

十字路口，在音乐的八面来
风中沉淀出包容多元的城市
特质。而今，以这场大会为标
志，成都将为全球文化交流、
音乐互鉴搭建更加广阔的新
平台，让文化在交流中流动
起来，催生更多的经济机会，
更强劲的发展动能，更丰富
的精神滋养，让城市在开放
中更有温度，更显意趣。

尤值一提的，是其中的
“生活”议题。从产业的角度而
言，音乐无疑具有高经济含
量，将成为推动成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助力。而更不可
忽视的，是其对精神生活的提
升功能以及其天然的交流属
性，对成都的高品质生活、高
效能治理也具有显而易见的
效力。借此次大会契机，成都
将与全球78座音乐城市建立
连接，比如于 2006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首个
音乐之都的意大利博洛尼亚
市，就将与成都城市音乐厅缔
结姐妹剧院，同时，成都还将
联手意大利博洛尼亚歌剧院、
西班牙特累里费歌剧院，开启
音乐合作计划。这无疑将使成
都城市音乐氛围更加浓厚，让
成都人的音乐生活更加多姿
多彩。

凤求凰，说唱俑，二十四伎
乐……音乐中的成都，自古以
来跳动着欢愉的灵魂。豪放如
李白，于蜀琴蜀音中“为我一挥
手，如听万壑松”；优雅如薛涛，

“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
虚词”；就连心忧如杜甫，也沉
醉于“锦城丝管日纷纷”，慨叹

“此曲只应天上有”。音乐，是天
府文化的独有印记，是成都三
千年烟火气的最美晕染，也使
成都成为自古以来最具“黏度”
的城市。因而，这场大会背后的
更高目的，实际上是打造最美
成都生活，打造属于每个成都
人的精神安放之地。

唯音乐 更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评论员 刘琴

请收下精英版
音乐之都修炼手册@@成成都都

——贯彻落实2019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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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从行政区划维度，跨区（市）县的产业功能区共5个，包括成都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天府国际生物城、熊猫之都文创体验旅游
功能区、金融总部商务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此外各区（市）县
分别布局2-3个产业功能区。

从产业生态圈维度，全市“16+1（军民融合）”产业生态圈分
别由不同区域的多个产业功能区支撑。

农家院子老式沉淀池“退休”

污水去哪了？
成都积极探索农村污水治理新模式，计划从2018年起，用5

年时间，实现全市20户以上的农民集中居住区生活污水应集尽
集、应治尽治、达标排放。

成都还设立1.3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资金。2018年度，全
市新建污水处理设施196处、整改达标运行724处，覆盖4.3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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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现场交流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来自19个国家的400余名嘉宾济济一堂 摄影记者 王红强

4月8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四川检查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这是4月10日，栗战书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主持会议同地方人大负责同志和部分全国人大代
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座谈 新华社发

回信勉励云南贡山独龙族群众

习近平：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