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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接待总人数
旅游总收入

双第一

新/春/走/基/层
天府国际生物城里
创新药蓄势待发

照见公园城市的四颗心
2021 年，
“蓉漂”熊璐在成都过了一
个不一样的春节——
留蓉过年的她，每天带父母“打卡”
一个不同的公园，直至正月初七，一家人
已经“打卡”8 个公园，成了名副其实的
“公园城市体验员”。
刚刚过去的春节，像熊璐一样的“原
年人”，在成都过了一个热闹新鲜的年
——近 800 万市民、游客走进公园、绿
道，感受春回大地的新年喜乐氛围；
“夜
游锦江”共接待游客近 19 万人次……
热气腾腾的数据，撑起了成都牛年
新春“双第一”。据成都市文广旅局发布
的数据，春节黄金周，在严格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
成都接待总人数达 1447.6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 127.6 亿元，均位列全国
第一。
“双第一”，
如何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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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
平乐古镇游人如织

用匠心，
营场景

近19
19万人次打卡
万人次打卡
“夜游锦江
夜游锦江”
”
，
被央视多次报道

烟火三千年，今春味更浓。这座雪
山下的公园城市，正在书写“幸福年”
的新定义。
原木门栅、透明玻璃墙，竹画屏
风、新中式桌椅。室内，是闲适淡雅的
空间布局；室外，
全球最大单体建筑环
球中心伫立在远方。这里，是位于桂溪
生态公园的遵生小院公园店。遵生小
院负责人冯玮说，
“从初二开始营业就
一直处于爆满状态，20多张桌子供不
应求，只能采取排号方式。”
2021年春节，像遵生小院这样的
火爆场景，在成都绿道、公园里不断上
演。据不完全统计，春节期间，成都以
“New year 成都·成都牛”为主题，开
展了100余场主题活动，吸引了近800
万市民、游客走进公园、绿道。同时，展
销品类达200余种，产品销售量达30万
件，销售金额超过8000万元，销售金额
较2019年春节增长147%。
场景，是这个春节成都文旅市场
的关键词，文旅消费场景的多元化、体
验化、个性化转型升级趋势愈发明显。
比如一票难求的“夜游锦江”。2月12日
甫一开市，提前4日预订的夜间游船票
便被“秒光”。仅2月13日当天，游船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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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国际生物城 图据成都高新

坐人数就近千人，东门码头至合江亭
沿线客流量约4万人。
“每天都是‘爆’的状态。”夜游锦
江运营方成都九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代晖告诉记者，人气最旺
的莫过于东门码头的“火龙灯舞”，这
是今年特别设置的春节节目，
还有“锦
江水肆”
“锦舟巡游”
等消费新场景。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成都“夜游
锦江”接待游客近19万人次，游船票及
文创市集实现收入152万元，被央视重
点新闻栏目多次报道。
不止绿道、
公园和锦江，
从携程、
去
哪儿、
同程等OTA发布的春节黄金周盘
点数据来看，成都景区景点预约、酒店
预订均跻身全国十大热门。
在四川省文
旅厅公布的游客接待排名前5位的A级
旅游景区中，
前三甲均在成都。
其中，
街
子古镇接待游客45万人次、三圣花乡
41.59万人次、
洛带古镇34.4万人次。
“第一次在成都过年，体验很好，
人多、热闹、景色也好。
”坐在青龙湖湿
地公园的绿地上，从辽宁盘锦来陪留
蓉过年的儿子的高先生说。有这样感
受的人，不在少数——“公园里过年”，
已经成为一种“最成都”
的度假方式。

准备足，
护安心

精准防控、
精准防控
、
户外消费场景
“上新
上新”
”
不停
家过年”
。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
下，
成都户外消费场景
“上新”
不停——
花朵，最能烘托节日的喜庆气氛。
1月29日，
“蓉城花肆”首次集中亮相，
成都23个区（市）县推出社区花店、绿
道和公园点位百余个，汇集100+企
业，开展花市展销、蓉城花肆欢乐购、
无人展销售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过中国年，
岂能缺少烟火的韵味？
2月8日晚，历经半年改造，成都一环路
市井生活圈正式亮相。购年货、赏非
遗、观民俗，春节期间，这个全长19.38
公里、53岁的“圆环”，正“圈”起成都人
的幸福美好生活；
依山傍水的公园城市，
少不了智者
乐水的风景。成都“母亲河”
锦江，
也在
临近春节的夜晚被“点亮”：2月7日晚，
成都锦江东门码头，
火龙舞动，
铁花飞
溅，
一众乌篷船缓缓驶过东门码头，
“点
亮锦江”
春节系列活动大幕开启。
是夜，
锦江全线璀璨，
光影伴流水，
盛景空前。

元宵节

成都味，幸福年，底气何在？
“空
城”
不空，
春节期间文旅消费热度背后，
不仅是成都作为首批文旅消费示范城
市释放出的文旅新消费活力和韧性，
亦
是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有力注脚。
为了让就地过年的市民体会到幸
福感和年味儿，成都早有准备——
公安民警们坚守一线，24小时全
勤值守派出所，安心；成都餐饮同业公
会陆续公布“成都年味”清单，超300家
中餐厅、260余家火锅串串门店、310家
西餐和特色餐餐厅春节“不打烊”，锁
住乡愁，牵住“原年人”的胃；成都农产
品中心批发市场春节期间猪肉日均供
应达160吨，实现鸡鸭兔、牛羊肉、水产
海鲜等猪肉替代品供应总量约7000
吨。益民菜市节前就备好七天的供应
量，通过自有基地、联建基地随时可以
从蔬菜生产基地以及供应商调货，成
都人的“菜篮子”
“肉案子”有保障……
成都的
“就地过年”
，
绝不等于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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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锦江，
见恒心

从综合整治到网红打卡地，
从综合整治到网红打卡地
，
映出成都营城之路

一条蜿蜒的锦江，正是成都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的一个缩
影。回看这条“母亲河”被点亮的
历史，成都久久为功的营城之路
脉络清晰。
欲求锦江之乐，先求锦江之
治。
1993年，
“一号工程”
府南河综合
整治工程正式启动，成都用5年时
间，
耗资27亿元，
完成府南河中心段
综合整治，
让锦江的清澈重现。
2017年，成都启动“新时代府
南河综合整治工程”——锦江水
生态治理和锦江绿道建设，成都
提出“一年治污、两年筑景、三年
成势”的目标，狠下功夫，重拳治
水。到了第二年5月底，成都已全
面完成锦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截
污、清淤等工作，基本实现无污水
下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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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也是“公园城市”理
念在成都的首提之年，一条更加
干净澄澈的锦江，自此也承担起
全新的使命——不仅是景观，不
仅是清流，更是承载城市“新发展
理念”
的重要载体。
治水，并不是终点。成都正在
以场景打造激活锦江的无穷可
能。2019年，成都发布了《锦江公
园总体规划》，提出将全力建设锦
江公园，打造成都最具代表性的
城市名片。而今，锦江不再仅是一
弯江水，她塑造着有风景、有内涵
的城市亲水空间——
江滩公园内，红蓝色的跑道
创意源于手游王者荣耀，蜿蜒盘
旋在清澈湖中的蓝色走廊与两
岸绿植交相呼应；成华区望平滨
河路上，几何、揖美、
“ 笨IP”等国
内 知 名 品 牌 被 引 进 ，打 造 着“ 一

步 一 景 、一 店 一 品 ”的 高 品 质 消
费场景……
从早期锦江水生态治理，到
围绕锦江打造消费场景，锦江在
成都的创新和智慧之下，一次次
被“点亮”。今年春节期间，成都锦
江两岸人头攒动，依水而建的新
场景成为网红打卡地。背后，是成
都落实城市建设的人本逻辑，探
索生态价值持续转化的真招实
招，是从“单纯治水”到“靠水吃
水”、以水兴城蹚出的营城逻辑，
是成都人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生
动写照。
以锦江，映成都。正是这些关
乎老百姓日常的恒久努力，构成
了“ 成 都 味 儿 幸 福 年 ”的 坚 实 保
障，也是成都这座城市连续12年
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的生动表达。

谋幸福，
暖民心

幸福未停步，
幸福未停步
“
，开年第一会
开年第一会”
”
谋划蓝图

城市，即公园。
“双第一”从何
而来？从“公园城市”四字中来，最
终是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中来。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成都一步未停。作为
“首提地”，推窗可见的雪山、锦江
上的烟波画舫、绿道上的新鲜场
景……在成都，
“ 公园城市”四个
字已经走出理念、规划和文件，成
了一个又一个落地项目、一项又
一项新消费场景，以及更宜居更
秩序井然的社区、更具活力的商
圈。
而这，
远不是幸福的终点。
成都的
“开年第一会”
，
就与幸
福紧密相关。
2月18日上午，
农历牛
年第一个工作日，
成都爱有戏社区
发展中心主任刘飞早早来到成都
市委小礼堂，
作为首批成都
“幸福美
好生活十大工程”
市民观察员，
她将
见证一场幸福征程的开启——
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
大工程动员大会召开，
对居民收入
水平提升工程、
高品质公共服务倍
增工程、
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
等十大工程作出部署。
每一项幸福
美好生活工程，
都是一个个鲜活的
城市场景、
社会场景、
文化场景，
也

是融合地域、情感、价值于一体的
消费空间、
生活空间。
从短期来看，这场动员会对
2021年目标、工作内容、责任清单
进行了明确划分；从长远来看，它
擘划了每一位成都市民梦想中幸
福美好生活的场景。
比如，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2021年工作计划明
确提出：2021年，成都将实施生态
惠 民 示 范 工 程 ，建 成 绿 道 突 破
5000公里，新增绿地1800公顷，建
成“回家的路”社区绿道1000条；
2021年细颗粒物浓度不高于39微
克/立方米，优良天数率达到78%，
三大流域市控及以上断面水质优
良比例达到90%以上；依托绿色开
敞空间，
常态化举办
“公园城市绘·
花重锦官城”
活动1000场等。
刘飞对此充满期待。
她说，
“幸
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是一盘大
棋，除了民生，更对成都的全面发
展（如人才、产业、规划等）制定了
推动型政策，
未来将拉动成都迈向
发展新台阶。
更多消费场景，
也将在今年呈
现。
在实施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

程方面，成都将加快建设春熙路、
交子公园两个都市级商圈和西博
城、双流空港、成都蓉北等12个城
市级商圈，打造100条特色商业街
区，推出100个户外消费场景、100
个公园城市网红打卡点、100个体
育消费新场景、100条绿道精品旅
游线路，
重点打造一环路特色商业
街区13条。借春节的一夜东风，无
数新场景将在成都生根发芽。
把个体和企业感受作为标
尺，成都在“以人为本”的这盘棋
中，已落下先子。正如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何艳玲所说，
“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是成都市委市政府
不断以“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为
核心的驱动，其布局，就是在撬动
更多新兴产业，
并建构新的区域优
势。未来，也将成为新一轮世界城
市竞争中最有力、
最持久的优势。
幸福，
是成都这个春节的关键
词。
“双第一”
背后，
是成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浓重书写。
春天的序幕正在缓缓打开，
在雪山
下，
在锦江畔，
独属公园城市的这份
幸福，已扬帆起航。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郑然 彭祥萍

2021 成都新春元宵晚会在交子公园精彩上演

大运会冠军齐唱《我们是冠军》

历届大运会冠军献唱《我们是冠军》
夜晚的成都交子公园波光灵动，群星璀璨。以城市为现场，以公园为舞
台，吟唱一首人在景中、景在画中的公园城市浪漫诗篇……2 月 22 日晚，
由成都大运会执委会主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承办的露天实景“牛年迎大
运、幸福成都年——2021 新春元宵晚会”在成都交子公园精彩上演。多位
来自成都的历届大运会冠军登台高唱《我们是冠军》，引发现场观众集体回
忆。而新晋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张杰的亮相，更是让全场达到最高潮。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本次新春元
春筑梦想”、
“欢聚在成都”三个篇
宵晚会运用虚拟与现实混合置景、 章。无论是交响乐民乐演奏《欢聚
夜景航拍等技术手段，
以公园城市
元宵》，还是班初和蔡思涛合唱的
大美景观作为背景，
是成都市有史 《星辰大海》，都让人感受到浓厚
以来舞台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
的年味儿。
高、
艺术形式最丰富的大型沉浸式
2001 年第二十一届世界大学
音乐会。临湖搭建的巨型 LED 屏
生运动会女子排球冠军成员陈
震撼夺目，
与灯光璀璨的天府国际
静；
2003 年第二十二届世界大学生
金融中心双子塔交相辉映。
运动会三级跳远冠军顾俊杰；
2009
整场晚会以先锋新派音乐会
年第二十五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为主要表现形式，超大编制的交
女子水球冠军朱家宜、男子 110 米
响乐演奏作为主体，搭配阿卡贝
栏冠军尹靖；
2011 年第二十六届世
拉、经典民乐、摇滚交响等不同艺
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集体全
术元素跨界融合，充分展示了年
能冠军、
集体单项五球冠军成员伍
轻态、国际范的城市创新精神，为
梦燃；2015 年第二十八届、2017 年
欢度元宵、热盼大运的成都人民
第二十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
奉献了一场视听盛宴。
乓球团体冠军成员赖佳新……数
一 首 交 响 乐《火 鸟》拉 开 序
位大运会冠军的登台引发现场掌
幕，晚会分为“牛年迎大运”、
“青
声雷动，他们与菲利普、黄冠杰一

责编 戈萍 美编 叶燕 校对 陈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起，高唱《我们是冠军》。更令人振
奋的是，
这些历届大运会冠军都来
自成都，
这既是一种大运精神的真
实传承，
也完美诠释了成都大运会
“成都成就梦想”
的主题。
作为本场晚会重要环节之
一，新晋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成
都籍知名歌手张杰激情献唱《少
年中国说》，为整场晚会注入蓬勃
朝气。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人民
网、新华网、央视频、人民视频、国
际在线、今日头条等近百家央级、
省级、市级新媒体平台，多个中国
头部互联网平台和全市 23 家县级
融媒体中心的新媒体视频账号，
直击了本场晚会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茜 摄影记者 张直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1 月 30 日，汇宇制药新 3 类仿制
药奥沙利铂注射液获得国家药监局
批准上市，至此，这家研发中心坐落
于成都市天府国际生物城的综合制
药企业已有 5 个注射剂品种在国内
获批，
并全部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2020 年 8 月，天府国际生物城项
目招引攻坚行动暨重点项目集中开
工，23 个项目，总投资约 168 亿元，包
括迈克生物 IVD 天府产业园、汇宇
创新药物研发总部及产业化基地等
9 个产业链项目。
“创新药”正成为天府国际生物
城里的一个热词，从“仿制药”到“创
新药”，充满着机遇、挑战和不确定
性。2 月 22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走进天府国际生物城，
探访这里
春节复工后的“头等大事”。

海归研发人复工后的第一件事：
投入创新药研发

今年是 55 岁的陈寿军第一次以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
究院副院长的身份在成都过年，
事实
上，作为创新药研发相关负责人，即
使是春节假期，
他也没有从工作中脱
离出来。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款创新药
的研发需要超过 10 年，汇宇目前的
创新药研发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
陈寿军告诉记者，
目前自己脑海里想
得最多的便是创新，
“ 创新是一个团
队的事情，也是连续不间断的事情，
有的时候睡觉还在想工作，
如果以工
作与否来判断作息的话，
自己并没有
一个明确的作息时间。
”
1985 年开始参加工作，陈寿军
曾在美国参与创新药的研发，2020
年进入汇宇，
组建了药物研究院下设
的第三研究所，
开始了创新药的研发
工作。
“春节复工后有两件大事，
一件
是落实防疫要求，
这个是工作顺利开
展的基础；
另一件还是创新药的研发
工作。”陈寿军介绍，目前团队有 23
人，最年轻的是 90 后，节后复工团队
立马投入实验室，
春节期间大家也通
过电话和网络保持着沟通。
事实上，
成都作为中国生物医药
产业的重要一极，战略地位不断凸
显。
不仅是国家级生物医药研发创新
产业基地，
还是国家首批药品出口基
地、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及医疗器械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国家生物医药
产业创新孵化基地。数据显示，2019
年成都规上生物医药企业营业收入
685.5 亿元，
同比增长 12.7%。

本地药企突围：
规模扩大、市场拓展

2020 年 9 月 29 日，成都天府国
际生物城生物产业强链补链攻坚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在天府国际生物城
举行。会上，总投资额超 130 亿元的
14 个重点项目宣布签约落户天府国
际生物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集中
签约的生产制造项目中，
创新生物技
术药研发领域项目颇多。
同年 12 月 2 日，四川汇宇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科创板上市已获受
理，拟募资 19.07 亿元。12 月 19 日，深
交所发布创业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57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成都倍特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市（首发）申请
获通过。
成都本地药企瞄准“创新药”研
发和科创板的背后，
是企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药品研发领域特别是创新
药研发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助理肖华告诉记者，2020 年公
司国内外合计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增
长 80%以上（未经审计），员工人数增
长近 50%接近 1000 人。2020 年 8 月，
位于生物城的汇宇创新药物研发总
部及产业化基地也正式启动建设。
“目前我们在园区 D1 栋有五层
办公空间，
未来还将拓展更多办公区
域，满足 2021 年研发人员翻一番的
需要。
新的一年，
除了练好内功，
还计
划打开更多国外市场，
目前已在海外
近 90 个国家建立销售渠道并启动注
册工作，
目标是拓展线下销售和生产
线，扩大市场份额。”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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