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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要闻
2020年8月15日 星期六

成都大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
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拉开大幕。你愿
意参加吗？赶紧去报名！

8 月 9 日起，首批 20 个大运会城
市志愿者招募站在春熙路太古里IFS
商圈、国际金融城、大熊猫基地、339
电视塔、华府大道地铁口等重要潮流
商圈、交通枢纽站点等亮相，开展大运
会宣传和大运会城市志愿者招募工
作。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共青团成都市委了解到，继首批开启
20个大运会城市志愿者招募站，还将
增加成都金融城（鸟巢）、环球中心、交
子金融等招募站。

集结令：
计划招募50万名城市志愿者

大运会城市志愿者是共青团成都
市委按照市委、市政府“跳出赛事办大
运”“依靠市民办大运”工作思路，着眼
市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城市永续发展，
抢抓大运会办赛营城重大机遇，努力
探索现代城市治理新路径、开创共建
共治共享新局面而创新开发的志愿者
类别。

目前，成都市计划招募50万名城
市志愿者助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营造
良好的大运会赛事氛围，迎接明年全球
聚焦的世界青年盛会。首批20个大运会
城市志愿服务招募站点，是共青团成都
市委联合大运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工
商银行共同设立的，后续招募工作中还
将持续增加成都金融城（鸟巢）、环球中
心、交子金融等招募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339

电视塔招募站看到，醒目的站点吸引
了不少市民围观。一位附近社区的王
大姐在询问了工作人员具体情况后，
第一时间报了名。

“这两年成都打造世界赛事名城，
所做的一切我们老百姓都亲眼看到
了。像东安湖、凤凰山体育公园这样几
个大型体育馆，让我们看到了成都的
决心。这些场馆建成后，不仅能提升成
都的城市形象，对市民来说，将来肯定
会有许多大赛能在家门口看，就像明
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王大姐说，

“我平时喜欢打网球，肯定要去看大运
会网球比赛。作为东道主，我们理应让
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感受到成都人的热
情。我回去要给家人、朋友、球友们说，
让大家都来做城市志愿者，当志愿者
也是一种荣誉。”

易注册：
动动手指就可以

记者在招募站看到，想要成为一
名大运会城市志愿者，申报注册非常
简单。

据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可以通过扫

码二维码注册成为大运会城市志愿者，
完成注册后还可以通过注册平台，根据
自身技能条件和实际需求，自主选择参
与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项目。同时，招
募站每天都有志愿者开展大运文化、志
愿精神等宣传，市民朋友们也可前往招
募站点休息和了解相关知识。

赛事前期，志愿者将围绕市民对
志愿服务的需求，积极投身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公益实践活动，共建友好城
市。赛事期间，他们将化身城市志愿服
务“代言人”，为赛会举办提供咨询服
务、交通引导、场馆周边秩序维护等志
愿服务，促进赛会高效运转。

“我们希望通过大运会城市志愿
者招募，吸纳更多市民朋友、青年朋友
投身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积极融入办
赛营城，助力成都形成良好的青年友
好城市氛围和大运会赛事氛围，借大
运会举办之机向世界展现成都魅力，
推广成都名片，传播友善公益的天府
文化。”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孟武斌 共青团成都市委供图

为打造 FISU（国际大体联）世
界大会对外宣传的最佳窗口，做好
大会主旨介绍、学术前沿分享、投稿
系统管理等内容的宣传与服务，
2021年FISU世界大会官方网站启
动仪式在成都体育学院召开。启动
仪式上，国际大体联主席奥列格·马
迪钦先生，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科学研究所所长冯连世先生，分别
录制视频送上祝贺。

2021 年 FISU 世界大会将于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期间
召开，是全球大学体育研究人员、大
学体育工作者、行业领袖等优秀学
者的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2021年
FISU 世界大会官方网站是一个集
学术性、教育性、权威性于一体的宣
传服务平台，将于近日正式开通，这
对于促进全球优秀学者的高质量学
术交流，推进FISU世界大会的品牌
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孟武斌

8 月 15 日，位于成都二环路
莱蒙都会商场的莱蒙都会爱心献
血屋投入使用，这是成都市第20
个固定场地的爱心献血屋，也是
全国首个由民营企业主动免费提
供场地建设的献血屋。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提前探访正在试运营的莱蒙
都会献血屋。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当天已有 5 名热心市民前来
咨询，有献血意愿。记者注意到，
爱心献血屋位于二环路，紧邻二
环高架BRT红牌楼东站、地铁5
号线科园站和地铁3号线红牌楼
站，交通便利，且位于商场外侧，
往来人群较多。

走进献血屋，记者看到，室内
设置了填表区、体检区、检验区、采
血区和休息区，装饰十分温馨，墙
上还随处可见大熊猫玩偶。“采血
区有4个座位，可以同时容纳4名
献血者采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成都市血液中心业务科科长
康建勋介绍，莱蒙都会爱心献血

屋，是在民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
队积极推动下，莱蒙都会主动免
费提供场地，得到了相关政府部
门的大力支持。由成都市血液中
心建设，占地 50 平方米，具备无
偿献血所需要的、保证献血者和
血液安全的设备设施。相比流动
采血车，固定的爱心献血屋环境
更加宽敞舒适。

需要注意的是，爱心献血屋
目前只能采集全血，不能采集血
小板，因此，有捐献血小板的爱心
志愿者，仍需要到成都市血液中
心采集。目前，莱蒙都会爱心献血
屋的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
早上9点半到下午5点半。

康建勋表示，成都现有60个献
血点，其中，包括今日开放的莱蒙都
会爱心献血屋，共计20个献血屋。
60个献血点位，无论是献血车、固
定献血屋，其开放时间都可以在成
都市血液中心网站和公众号上查
询，方便市民参与无偿献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8 月 14 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
获悉，《成都天府绿道保护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条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中明确，天府绿道按
照等级和规模不同可以划分为：
穿越多个区（市）县的区域级绿
道、布局在区（市）县境内的城区
级绿道以及穿越镇或街道辖区的
社区级绿道。

在建设方面，《条例》提出，天
府绿道的宽度一般不应低于2米
或者超过 6 米。城镇建成区天府
绿道应结合绿化设计，采用绿化
遮阴措施提高舒适性，绿道内树
冠、遮阳设施等垂直投影遮蔽的
总阴影面积与绿道总面积比值一
般不低于 20%。同时绿道地面一
般应当硬化，并采用透水沥青或
彩色混凝土等环境友好型材料敷
设，便于步行或骑行。

在道路通达方面，天府绿道应
当互相连通，形成结构合理、衔接
有序的绿道网络，并与公共交通网
络链接，完善交通换乘系统，提高
绿道的可达性。新建、改建、扩建城
市道路、公路、河道及排洪渠等建
设项目，应当将天府绿道建设纳入
规划，统筹安排、同步实施。

在绿道保护方面，天府绿道
两侧一定区域可以划定为绿道保
护带。依照条例划定的绿道保护
带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
擅自挖掘、占用。绿道保护带内可
以建设管理设施、游憩设施、健身
康养设施、科普教育设施、安全保
障设施、环境卫生设施等服务设
施，以及提供饮料、食品、自行车
租赁等各类服务的驿站等基本配
套设施。

同时，在已经建成并划定保
护带的天府绿道，其两侧毗邻地

块一般应当用于绿道生态价值转
化。禁止规划建设工厂、仓储等经
营类城市建设项目；油库或物料
堆场等可能污染绿道环境的项目
以及其他与绿道建设保护无关的
临时建（构）筑物。在天府绿道上，
禁止未经批准占用绿道从事经营
活动，堆放物品或者倾倒、排放污
水、垃圾、渣土及其他废弃物；擅
自采砂、取土、修筑工程设施或其
他破坏行为；烧荒、燃放烟花爆
竹、上坟烧纸、祭祀送灯、使用明
火照明取暖等，以及其他破坏绿
道生态环境的行为。

在处罚方面，《条例》也有明
确规定。对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行
为，将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改正，并处
以罚款。其中，对于违反标识规
定，擅自移动或损毁天府绿道保
护标识的，处二百元以上两千元
以下罚款；对于擅自占用、挖掘绿
道的，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罚款；违反条例规定占用从事经
营活动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此外，《条例》提出，应当通过
植入体育、文创、休闲、旅游等各
类业态，拉动天府绿道及其保护
带和毗邻区域商业综合增值，促
进天府绿道多功能复合，催生新
业态、新模式、新经济。同时，成都
应建立天府绿道信息查询公开系
统，将有关天府绿道的文化娱乐、
体育赛事、博览等场景活动相关
信息录入系统方便公众获取。

若市民对于《条例》有意见、
建议，可于2020年9月14日前通
过在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意见
征集”专栏留言，或发送邮件至
chengdusfj@163.com 等方式，反
馈至成都市司法局。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彭惊

《成都天府绿道保护条例》
等你提意见

成都大运会
招募50万名城市志愿者
首批20个招募站等你去报名

集结令

试点“数字人民币”
成都提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数字人民币要来了！这是《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印发后最受关注的内容。在“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具体举
措及责任分工”部分提出，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
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人民银行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先由
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
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
视情扩大到其他地区。

自 1993 年被国务院定位为西南
地区金融中心后，成都在金融创新领
域一直积极主动作为。在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2020年，成都
将继续提速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深入
实施“交子之星”经济证券化倍增行动
计划，推动上交所、深交所、新三板西
部基地加快建设。加快推进区块链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推动
设立数字资产交易中心，扎实推进法
定数字货币试点。

加速“链”接世界
成都将试点开通第五航权航线

哪些城市能拿下第五航权，被视
为航空枢纽争夺战的关键，也是“全面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具
体举措及责任分工”中的重要内容，其
中提出将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
通第五航权航线，由民航局、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制定政策保障措施，大连、
厦门、深圳、武汉、杭州、成都、威海等
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第五航权，是指承运人前往获得准
许的国家，并将从第三国载运的客货卸
到该国，或者从该国载运客货前往第三
国。2003年，我国首次对外国航空公司
开放第五航权，开通了新加坡途经厦
门、南京至美国芝加哥的定期航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第五航权的使用主要是在货运上，
航权开放将带来货物中转量的提高。
因此，争取第五航权竞争的背后，是航
空枢纽的争夺战，近年来国内众多城
市也在积极争取获得第五航权。早在
2017 年，成都就发布了《促进成都航
空货运发展的扶持政策》，对全货机国
际（含地区）定期航线和宽体客机国际
直飞定期航线给予新增进出港国际货
量的财政奖励。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具体举
措及责任分工”中还有一点，推动具备
条件的试点地区国际机场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扩大以货运为主
的航空运输服务。在责任分工上，民航

局、邮政局等支持和指导，北京、天津、
上海、海南、大连、厦门、深圳、哈尔滨、
南京、杭州、广州、成都、西安、乌鲁木
齐、西咸新区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这
也意味着成都在航空枢纽的竞争优势
将进一步凸显。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迈向3.0
成都在多个方面参与试点

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迈向
3.0 版，成都还将在哪些方面参与试
点？

梳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任务、具体举措及责任分工”附
表，记者发现，成都在4项试点任务中
均被列入推进试点，其中外籍人员子
女学校审批权下放、优秀外籍硕士留
学生可直接在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工
作许可等举措备受关注。

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探索将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权从省级教育
主管部门进一步下放”这一具体举措，
将由教育部制定政策保障措施，除北
京、天津、上海、海南、厦门、深圳、杭
州、广州、武汉等城市试点推进外，西
部地区仅有成都、西安、西咸新区进入
试点地区负责推进。

在“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硕士
留学生可直接在境内申请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这一举措中，将由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外交部、科技部、移民局、
教育部等制定政策保障措施，负责推
进的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海南、
深圳、武汉、成都、贵阳、西安、雄安新
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

此外，“对取得内地医师资质的港
澳医师，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办
诊所执行备案制，简化港澳医师转内
地医师资格认证手续，符合条件的港
澳医师可按程序取得内地医师资格”，
该项举措将由卫生健康委、中医药局、
商务部、港澳办支持和指导，北京、天
津、上海、海南、重庆（涪陵区等21个
市辖区）、厦门、深圳、南京、广州、成
都、西安、威海、西咸新区等成为主要
推进试点地区。

为形成有助于服务贸易业态创新
的多元化、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模式和
发展路径，“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
引入国际精品赛事，举办涉外电影展
映和交流合作活动”也被列为全面深
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具体举措
之一，北京、天津、上海、海南、大连、厦
门、青岛、深圳、哈尔滨、广州被列为负
责推进的试点地区外，西部地区仅有
两个城市被列入推进试点城市，那就
是成都和西安。对于正在建设“国际赛
事名城”的成都来说，这无疑将会按下

“快进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大运会城市志愿服务
首批20个招募站点

1、锦城公园东大门 2、铁像寺水
街 3、蓝润广场 4、海昌极地海洋
公园 5、天府新区政务中心 6、塔
子山公园 7、锦江区大川巷 8、锦
华路万达广场 9、总府路社区 10、
三圣乡游客服务中心 11、E78青年
之家 12、青羊区青年之家旗舰店
13、殊德医馆 14、欢乐谷游客服务
中心 15、荷花池万达 16、音乐大
道 17、熊猫基地 18、成都339 19、
凯德广场 20、东郊记忆

2021年FISU世界大会
官方网站即将上线

8月14日，商务部正式印发《全
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
方案》，28个省市（区域）被列为全
面深化试点地区，试点期限为3年。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将试点什么？

梳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任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发现，在8项试点任务中，成都被
“点名”参与推进其中的4项7条具
体举措。除了备受关注的开展数字
人民币试点外，此前被全国多个城
市积极争取的第五航权航线也将成
都列为试点开通城市。

成都新增一献血屋今日投用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设现场

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
数字人民币、第五航权、国际精品赛事…

成都迎多项试点

上接01版 主视觉征集活动
刚推出不久，2008年北京奥运会
视觉形象设计机构东道品牌设计
集团、北京国际设计周公司等国
内顶尖的设计机构及设计师纷纷
投稿参与，大大提升了征集作品
的专业化、艺术化水准。

同时，此次作品征集不乏国际
元素。来自荷兰的Linda Leila、法
国 的 Lorraine Freda、希 腊 的 Iry
Olive等众多国际设计师也主动投
稿。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此次征
集的作品中，国际来稿占比近
10%，参与总人数达到了4万人，征
集信息触及全球逾900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大运会
市场开发和活动策划部还特意向
72所国内知名高校、35所海外知
名设计高校约稿。征集活动迅速
成为国内外设计圈最火热事件，
参与人数直线上升，还引发了国
际时尚界关注。

“大咖”把关
优胜作品正式亮相

活动一开始，重点展示了本
次活动优胜作品，正式发布成都
大运会主视觉征集评选的结果。

此次活动还特地邀请到了设
计师代表，包括大运会主画面征集
获奖设计师第一名张雪娇、大运会
主画面征集获奖设计师第二名李
佳惠等人，共同见证了对标国际一
流艺术水准和创意理念的成都大
运会主视觉候选作品正式亮相。

这些作品都是经过专家层层
评审，最终脱颖而出的。记者了解
到，大运会主视觉评审组，可谓

“大咖云集”，由北京奥运会视觉
形象项目专家何洁、中国美术学
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毕学锋、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陈小林、知名

策展人骆莉等专家组成。
评审组一致认为排名前15的

主视觉作品立意新颖、设计精妙，
高度契合了赛会征集要求，具备传
播大运品牌、成都特质、运动美学
等的能力。专家们还从专业化、艺
术性及国际化表达等方面，对作品
的后续优化完善提供了修改意见。

活力首发
大运主题邮票邮品发布

本次发布活动上，成都传媒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市场开发和活动策划部
执行副部长母涛代表大运会执委
会向中国邮政成都分公司授牌，
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市
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斌共同揭幕成
都大运会个性化邮票、纪念邮册、
纪念封及明信片等大运会主题邮
品，邮政成都公司正式成为成都
大运会特许生产商、特许零售商。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大运会
主题邮品是成都市首次发行的纪
念重大体育赛事类集邮品，个性
化邮票以成都城市标识——太阳
神鸟图腾为主图，附图结合吉祥
物“蓉宝”、会徽、东安湖主场馆
等，在方寸之间创意表达天府文
化、大运精神。

此外，成都大运会主题纪念
邮册、纪念封及明信片等集邮品
画面还以大红、明黄、翠绿、湖蓝
为基底，演绎出成都大运会绿色、
智慧、活力、共享的办赛理念。此
次首发的成都大运会个性化邮票
及邮品将在成都大运会官方微
店、成都市各邮政网点同步发售。

记者了解到，主办方将于8月
18日～22日在成都博物馆和宽窄
巷子进行成都大运会主视觉优秀
作品艺术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