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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连续十年霸榜“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首位的城市，成都人的幸福
感在哪里？除了颇有温度的日常生活，
成都日前还在打造的一个听起来就很
有幸福感的项目——“回家的路”。

这与正在打造的天府绿道项目有
密切联系。成都市公园城市局官网显
示，“回家的路”日前已经启动建设，今
年计划在全市打造约100条，将是连接
轨道交通站点、公交站点与居住小区
之间的城市社区绿道。

让绿道嵌入市民生活

从名字上看，首先受益于100条
“回家的路”的，是上千万的成都居民。

不久前，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
理局副局长屈军曾透露，该项目的产
生，是在绿道建设中，选取以轨道交通
站点和公交站点到家的距离，把市民
每天都在走的路，打造得美丽、舒适、

温暖、安全。
这八个字颇为关键。根据成都市公

园城市局介绍，“回家的路”的关键是注
重体现美丽度，例如结合两拆一增、公
园社区建设，规划打造沿线景观风貌，
建成一批拍照“胜地”、网红点位。

当然，为增强市民体验，“回家的
路”更要注重体现舒适度。该局透露，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和行道树增量提质
行动，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建设美丽林荫路，营造舒适人行
空间。屈军特别提到，这里将解决好人
行道的停车问题，将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让出来，让行人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此外，沿线商业空间和形态，将书
店、花店、商店及咖啡馆等“三店一馆”
作为生活场景基本配置，都将在规划
时考虑，让绿道嵌入市民生活，体现城
市温度。而为保障安全，“回家的路”也
增配晚间照明、监控探头，让行人回家

有安全感。

高新区年内修建5条

此次启动的100条“回家的路”建
设，预计将于今年完成。记者获悉，这
将形成项目示范效应，“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明年将加快推进”。

未来，哪些地区的市民将首先受
益？高新区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透
露，目前该区计划年内修建5条“回家
的路”，包括天府一街、天府四街等路
段。其中，每条线路不仅要在两侧人行
道提供更为舒适的人行路段以及慢行
路段，还将在绿道范围内增加景观空
间，并提供舒适的座椅、休息区标识。

此外，每条线路还将根据区域特
色配备相应的景观项目等。该工作人
员表示，5条“回家的路”预计都将在年
内建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成都总是不缺乏欢呼。近日，
又有两项黄金桂冠飘落成都头
上。一是国际铁人三项联合会授
予成都“国际铁联铁人三项世界
杯赛黄金主办城市 ”称号，二是
国际篮联授予成都“国际篮联三
对三黄金主办城市”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是全世
界范围内首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殊
荣的城市。这也意味着，继成都相
继成功申办2021年世界大运会、
2025年世界运动会，以及成马成
为中国首个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候
选赛事之后，成都世界赛事名城
的城市名头又再加两项妥妥的

“国际认证”。
“黄金城市”的价值当如何计

算？
有业内权威人士曾总结了体

育促进城市发展的八大作用：提
升城市的全球影响力、重塑城市
形象、促进城市再生、带动城市转
型、打造旅游目的地、增加就业、
吸引投资和人才、提升居民的生
活品质。体育赛事是城市发展的
重要契机和载体，对这一点大家
没有任何异议。2008年北京奥运
会对北京城市建设的重大影响已
经充分论证了这个问题。然而，在
消费型城市建设迎来发展新拐点
的当下，这本“黄金”账本还值得
进一步再深入测算。

根 据 智 研 咨 询 网 发 布 的
《2018-2024年中国体育行业市
场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分析报
告》，2016年国家体育产业总规
模为1.9万亿元，增加值为6474.8
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0.9%。这个数字，距2020年
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逾3万亿元
的“十三五”目标，还有相当距
离，距目前发达国家体育产业对
国家经济增长1%-3%的贡献率，

也大有追赶空间。而且，按照国
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当人均
GDP达到5000美元时，体育产业
将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目前中国
人均GDP达到8000多美元，但体
育消费却只占全球体育消费平
均水平的1/10。可见，体育产业
作为“朝阳产业”的潜力，还未充
分释放。

一座消费新热点的“富矿”就
在眼前，关键看如何去挖掘。眼下
成都正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
城市，加快培育专业化国际化新
型消费中心，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可谓正当其时，正应其势。而根据
规划，2018年至2020年，成都举办
的国际体育赛事将达67个。体育
赛事，尤其是品牌赛事，是体育产
业的重资产，每一个品牌赛事都
具有不可低估的乘数效应和边际
效应。抓“赛事”，既是成都建设世
界赛事名城的重大抓手，也是成
都撬动消费新“富矿”的重要支
点，是成都建设专业化国际化新
型消费中心的重要契机。

每一项桂冠落地之前，必走
过一段荆棘的路途。像“三人篮
球”，成都就曾在“寂寞”中默默耕
耘4年，对“铁人三项”，也曾走过6
年坚持。以“赛”谋“城”，成都下的
是一局大棋。对每一个“金边银
角”，都不会轻言放弃，对整体的
棋势、棋局，更是充分把握、精心
营造。从联通世界的交通设施、便
利多元的场馆设施、日益增长的
体育人口，到稳步增长的收入水
平、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包容共
享的治理理念，都在提高成都世
界赛事名城打造的权重。

运动是做快乐的事，快乐是
容易传染的情绪。从这个角度说，

“黄金城市”的价值，归根到底在
对“幸福指数”的提升。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宣布：应日

本国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6月27日至29日赴

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四次峰会。

体现美丽度 让下班步行更舒适

成都年内打造100条

回家的路

习近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黄金城市”的价值如何计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评论员 刘琴

形象大使
张靓颖冯喆蒋文文蒋婷婷等助阵

作为发布会上的重头戏，成都2021年
大运会筹委会将现场解读赛会的市场开
发计划。

记者获悉，成都2021年大运会市场开
发包括“赞助计划”“特许经营计划”“票务
计划”和“市场运营计划”。其中，“赞助计
划”设置官方合作伙伴、官方赞助商、官方
供应商三个层级；“特许经营计划”包括特
许商品、纪念钞币及纪念邮票等内容；“票
务计划”则涵盖门票销售规划、青少年教
育计划、家庭观赛计划等。

尤其特别的是，“市场运营计划”有别
于其他同类赛事的专属板块，涵盖市场开
发机构、营销策划和活动执行团队等，将构
筑公众参与新平台，构建企业共赢新生态。

本次发布会上，成都2021年大运会首
批形象大使也将亮相，现场众星云集，包
括著名歌手张靓颖，奥运冠军冯喆，世界
冠军蒋文文、蒋婷婷等将助阵大运会，提
升赛会品牌价值及影响力。

现场，《成都2021年大运会品牌价值
报告》（简称《报告》）将正式对外公布。《报
告》由国家体育总局控股的唯一一家上市
公司中体产业集团旗下的中奥体育制作，
将深度解读大运会的发展历史、辐射效应
和市场机遇。《报告》共有六大篇章，数据
清晰、资料详实，回溯大运会发展历史，解
析中国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和体育产业，推
演成都2021年大运会的商业价值。

本次发布会将整合电视频道、网络直
播等全媒体渠道，进行全球同步播出。

落地背后
城市价值步步提升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是由国际大
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面向全球大学生、
规模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综合
性运动会。大运会落地成都的背后，是成
都城市价值的步步提升。2018年，GaWC
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中，成都跃升Beta+，排
名全球城市第71位；2019年，中国《城市商
业魅力排行榜》上，成都连续4年位居新一
线城市之首；成都已成为“一带一路”的

“机遇”枢纽，近120条国际（地区）航线不
断提升成都联通世界的能力。

社区绿道
打造一批连接轨道交通站点、
公交站点与居住小区之间的城
市社区绿道，实现“小雨不积
水、大雨不内涝”

汽车让路
这里将解决好人行道的停车问
题，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让出
来，让行人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三店一馆
沿线商业空间和形态，考虑将
书店、花店、商店及咖啡馆等
“三店一馆”作为生活场景基本
配置

监控照明
“回家的路”增配晚间照明、监
控探头，让行人回家有安全感

成都2021年大运会
本周三发布市场开发计划

全球赛事合伙人 成都这厢有请

体育赛事遍地开花，三年内举办国际赛事将达67个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成都迎来“黄金期”

02

制图
李开红

今年3月，成都正式赢得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举办权。随即，成都紧锣密鼓启动各项前期筹备，
大运会即将进入“成都时间”，受到各方强烈关注。

时隔3个月，成都2021年大运会正式向合作伙伴张开
双臂——6月26日，成都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市场开发全球启动发布会将在北京的国家体育场（鸟
巢）举行。在以“正青春·即未来——让品牌更年轻，让世界
更精彩”为主题的此次发布会上，成都2021年大运会将正
式向全球“赛事合伙人”发出邀请 ，与各行各业一起共谱
大运新篇章、共享赛事新机遇。

国际大体联主席奥列格·马迪钦曾在
参观成都后感叹，“成都的发展理念是全
球性的、国际化的，同时也是绿色的，这跟
世界大运会的理念完全契合。这也说明，
我们选择成都是非常明智的。”近日，国
际篮联、国际铁人三项联盟首次在全球
范围授予“黄金主办城市”称号，成都更
是成为全世界范围首座获得这两项殊荣
的城市。

如今的成都，正在全力打造世界赛事
名城。一项接一项国际赛事正接踵举行，
一个又一个国际性体育综合体正加速崛
起。今年4月18日，大运村建设正式启动，
意味着成都开启新一轮提升机遇。对成都
来说，大运会筹办的过程，将是城市功能、
环境品质、人居质量、城市管理水平同步
提高的过程，将大大促进城市消费、城市
经济发展，对旅游业、服务业、信息业以及
金融业等行业发展都将有巨大促进。

共享机遇
激活现象级大传播

每一个成功的国际赛事，都孕育了一
批优秀的国际品牌、助推了一批品牌走向
世界。这是因为，世界级盛会必将吸引全
球注意力大聚焦，激活现象级大传播。

2017年台北夏季大运会中，吸引来自
134个国家和地区的10657名运动员和裁判
员参赛。最终，创造1.4亿电视观众，1.5万次
报道，一亿次网络点击，1600万浏览量。从
电视直播的广告价值，也能看出赛事合伙
价值。以NFL超级碗中场广告为例, 1957
年时超级碗的每秒广告价值1333美元,到
2016年，每秒广告价值是16万美元，也就是
说，30秒的广告价值近500万美元。

这一次，成都2021年大运会将与各行
各业的“赛事合伙人”共享发展机遇。

这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地区，首次举
办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作为一项国际性
的大型赛事，大运会的受众面覆盖全球。
2021年，预计将有来自约170个国家和地
区的1万余名运动员及官员相聚成都。据
测算，成都2021年大运会当年将接待游客
达2亿人次以上，全市旅游业总收入达
2500亿元以上！

这是一次全球镁光灯聚焦，更是一次
品牌升级机遇！还等什么呢？赛事合伙人，
成都这厢有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