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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获
悉，2021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
北京会场活动在中国花卉协会举行，成
都正式接过2024年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AIPH）（简称“世园会”）会旗，这标
志着世园会进入了“成都时间”。

世园会创办于1960年，旨在推动
各国园艺领域贸易与合作，是最高级
别的国际性、专业性花卉园艺博览会。
世园会已在全球举办35届，我国现已
举办A1类世园会2次，分别为1999年昆
明世园会和2019年北京世园会，B类世
园会先后在沈阳、西安、青岛、唐山和
扬州等地成功举办。

“筹委会+建设指挥部+平台公司”

2020年9月30日，在第72届国际园
艺生产者协会（AIPH）秋季年会视频会
议上，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AIPH）主

席伯纳德·欧斯特罗姆先生宣布成都
申办2024年世园会一次性全票通过，
成都成为继扬州之后国内第八个举办
世园会的城市。在这个世界花卉园艺领
域的“奥林匹克”盛会上，成都将以丰富
的动植物和创新的园林园艺为媒介迎
八方来客，以公园城市园林园艺产业为
题材续写绿色发展的伟大诗篇，携手海
内外共创诗意栖居的美好生活。

记者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
局了解到，在2021年1月18日成都正式

获得2024年世园会举办权后，成都成
立了以成都市政府主要领导为负责人
的2024成都世园会筹备委员会，组建
2024成都世园会建设指挥部和成都园
艺博览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具体负责
世园会主会场的设施建设、商业开发、
运营管理，形成了“筹委会+建设指挥
部+平台公司”筹建工作模式。

创新增设4个主题分会场

举办2024年世园会，对推进成都城

市生态文明建设，扩大国际知名度和影
响力具有深远意义，有利于丰富成都的
办赛办展经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会展之都，有利于优化调整成
都的生态产业结构，加快推动全省全国
相关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充分展示公
园城市建设成果，进一步提升成都在世
界城市体系中的美誉度。

在世园会筹备过程中，成都面向
全球广泛征集策划与规划创意，进一
步深化完善园区策划规划方案。为更
好发挥世园会对城市绿色发展、花卉
园艺事业的带动作用，成都创新增设
新津现代园艺、温江川派盆景、郫都花
卉产业、邛崃生物多样性保护4个主题
分会场，形成“一主四辅”空间布局，更
好传递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和诗意
栖居的美好生活愿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宋嘉问

10月8日上午，四川省2021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本次集中开工主会场设在
成都市郫都区，其他20个市
（州）设分会场，同步举行集中
开工，其中，绵阳、攀枝花、德阳
分会场与主会场视频连线。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
“抓项目”工作思路，把项目作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让
投资这个“主角”继续担重任、
当尖兵，有效提升项目投资“拉
动力”。

从投资领域看，基础设施
项目11个，投资921亿元；创新
和产业发展项目28个，投资679
亿元；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14
个，投资198亿元。

从投资规模看，20亿元以
上项目19个，投资1377亿元；50
亿元以上项目7个，投资994亿
元；100亿元以上项目4个，投资
814亿元。

这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将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为明年投
资项目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打下
坚实基础，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据了解，成都集中开工15

个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总投
资365亿元，其中创新和产业发
展项目投资占比达76.6%，将进
一步优化成都市产业结构、增
强创新引领能力。

此次开工的项目包括龙泉
驿区中航锂电成都项目一期、
郫都区四威科创基地等创新和
产业发展项目9个，四川天府新
区毛家湾净水厂项目、金堂县
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等
民生及社会事业项目5个，成都
市智慧多功能杆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1个。其中，100亿元级项目
1个，50亿元级项目1个，30亿元
级项目2个。

据悉，2021年成都市共有
省市重点项目1111个，总投资
3.27 万 亿 元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4120.5 亿 元,1-8 月 完 成 投 资
3419.3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83%，进度高于时序16.3个百分
点。其中，从行业领域来看，642
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561
亿元，227个基础设施项目完成
投资1226.1亿元。 据川观新闻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8日同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
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
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当前，
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方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
持两国高层沟通，愿同日方
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
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
系。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
相向而行，共同迎接这一重
要历史节点，开辟两国关系
新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
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
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
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
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
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
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
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
础和大局。 紧转02版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世界花卉园艺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进入“成都时间”

2024年世园会：成都，接旗
●丰富成都的办赛
办展经验，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国际会展之都

国庆节日期间，成都商业氛围热
烈浓郁。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昨日（8
日）从成都零售商协会获悉，今年成
都31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商品
销售21.7亿元，同比增长7%，客流达
1991.6万人次，同比增长5.3%。

成都零售商协会数据显示，成都
万象城、王府井百货、伊藤洋华堂等
19家百货购物中心的黄金珠宝、精品
服饰、彩妆用品等高档商品受到热
捧，累计商品销售额达9.62亿元，同
比增长3.5%。而苏宁、国美、武侯直销
鞋城、劲浪、西南书城、方所等6家专
业卖场的高端家电、国潮鞋服、图书
等高品质商品热销，总销售额达5.83
亿元，同比增长14.1%。

一大批活动，也是国庆期间成
都消费品市场的亮点。从城市层面
来看，国庆期间，成都开展了“2021
成都‘三新’生活节”“千年青都 潮
你而来”都江堰青城山国潮时尚周、

“大熊猫国家公园宝库”主题展等系
列活动。此外，锦江区推出2021“美
好生活品味锦江”金秋文旅消费季，
将春熙路、IFS、远洋太古里、1.314爱
情专线、九眼桥等消费场景串点成
线，成都高新区举行“嗨(Hi)淘(Tech)
智享”奇妙好物生活节暨“交子趣享
购物·潮玩生活周”，策划特色活动
20余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四川省2021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成都集中开工
15个10亿以上重大项目

盘点今年国庆，“补偿式出游”需求
强劲，成都交出了怎样的一份成绩单？10
月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
市文广旅局获悉，在以“雪山下的公园城
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为主题的系列文
旅活动带动下，成都国庆假日文旅市场
呈现良好复苏态势，旅游目的地热度和
夜游经济活力位居全国前列。

据综合测算，全市共接待游客1873.7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32.2亿元。其中，A级
旅游景区接待游客744.7万人次，实现门
票收入8882.6万元。全市及区（市）县直属
文化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不含A级景区博
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共接待市民游客
75.6万人次，同比增长61%。同时，据百度
人口迁徙大数据，国庆假期，成都迁入人
口热度位居全国第一位；据同程旅行数
据，成都假期住宿订单量位居全国第二
位；据携程、飞猪等大数据，成都均位居全
国最热门旅游目的地第三位。

另据来自四川省文旅厅的消息显
示，根据2021年纳入全省统计的702家A
级旅游景区数据来看，旅游景区共接待
游客2574.0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45
亿元。

新模式
“夜游锦江”升级 迎客28万人次

乡村游、红色游、文化游，是今年国
庆黄金周的热词。据成都市文广旅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多元文旅业态齐发力也
推动文旅消费复苏。其中，红色主题游在
国庆假期中热度不减，吸引众多市民游
客游览红色遗址、传承红色文化，战旗村
景区、成都战役纪念馆等红色主题A级旅
游景区接待游客79.6万人次。乡村游深
受市民游客追捧，崇州市、都江堰市、蒲
江县等区（市）县推出多条乡村旅游主题
线路，举办乡村生活美食节、农民丰收节
等乡村文旅活动，为假日游客提供了亲
近自然、化解乡愁的文旅消费场景。

到成都听一场音乐会，也是这个国
庆最潮流的选择。第四届成都街头艺人
音乐季融合街头音乐的动感与欢乐谷
的欢快氛围，设立街头艺人活动表演点
位，为游客开启了一扇奇幻的音乐大
门，吸引游客约7万人次。成都露天音乐
公园举办集音乐、艺术和时尚为一体的
潮拜72小时活动，通过三大沉浸舞台、
多元化年轻圈层文化体验，下转02版

世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充分展示公园城
市建设成果，进一步
提升成都在世界城
市体系中的美誉度

●优化调整成都的
生态产业结构，加
快推动全省全国相
关产业转型升级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黄金周接待游客超1873万人

此次黄金周，省内游
客占比超过82.8%，充分
体现了成都旅游对于全省
旅游市场的强劲吸引力。
接待的省外游客中，以陕
西省、重庆市等周边省市
和广东省、江苏省、北京
市、上海市等东部省市游
客为主。

旅游总收入
232.2亿元

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
客744.7万人次，实现门票
收入8882.6万元。

A级景区迎客
744.7万人次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873.7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232.2亿元。

省内游客
超过82.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彦琴
景区供图

成都国庆假期商业成绩单

31家重点企业
揽金21.7亿元

黄龙溪：欢乐田园都江堰：再现《唐宫夜宴》

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游客观看鲨池水下升国旗

10月8日，记者从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获悉，10月13日，四川大
学华西天府医院正式开院。

作为天府新区首家“华西
牌”的综合性公立医院，华西天
府医院共有临床科室37个。但
是，在开院初期，暂时只开放骨
科、泌尿外科、眼科、肾脏内科、康
复医学科、疼痛科、风湿免疫科、
神经内科这8个临床科室门诊。
第一批号源放号时间是10月9日。

届时，一号难求的骨科周宗
科教授、泌尿外科王佳教授、肾
脏内科付平教授、疼痛科肖红教
授、康复医学科何红晨教授、神
经内科周东教授、风湿免疫科严
冰教授等，将坐诊天府医院。10
月13日当天，健康管理中心也要
开放，前期预约患者可前往体
检。门诊其他科室，以及急诊、住
院病房后期都会陆续开放。

预计每年
服务患者200万人次

华西天府医院总投资额约
4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6.1万
平方米，设置床位1200张、手术
室66间、停车位2000个，是一所
由华西医院按同质化模式全面
运营管理的学科门类齐全的现
代化、智慧化综合性医院。

医院主体建筑按照功能分
为门诊医技楼、住院楼、特需医
疗楼、行政楼、后勤楼，开放临
床科室37个，医技科室9个，并
围绕“疾病”开展整合，构建多
学科融合的心脏疾病中心、呼
吸（胸部）疾病中心、消化系统
疾病中心、泌尿系统疾病中心、
甲状腺乳腺疾病中心、眼耳鼻
喉疾病中心、骨关节疾病中心、
神经系统疾病中心、康复医学
中心、急诊重症医学中心、整
形/医疗美容中心、结直肠盆底
中心等优势医疗集群，与华西
医院实现医疗学科功能互补，
日门诊量预计可超5000人次，
年诊疗量预计可达200万人次。
66个手术室全为层流手术间，

其中包含41个百级手术间，10
个介入及杂交手术间。

在门诊医技楼顶楼，还有
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它是按照
直升机紧急救援最高承重标准
建设，面积约为826平方米，能
够承受直升机的最大起飞重量
是8吨。病人送达后，医护人员
可通过停机坪南部的液压升降
电梯，将患者直接送达急诊科，
或送入手术室，将院前急救和
院内急诊紧密联系，为患者搭
起“空中生命线”。

与华西本部医疗诊治
无缝对接

采取同质化运行模式，华
西天府医院与华西医院之间实
现所有医疗健康信息、检验检
查数据在同一个平台上运行，
检查结果互通，人力资源共享，
实现病人诊疗临床路径、治疗
方案完全一致。通过实时远程
会诊、实时院间会诊和患者双
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开启两院
医疗诊治无缝对接的新时代。

医疗方面，华西天府医院
临床医生全部由华西医院派
驻，护士全部由华西医院规范
化培训合格后留用。依托华西
医院的雄厚实力，华西天府医
院以“微创、介入”为特色，打造
以MDT多学科诊疗体系结合
的智慧医疗，全面构建多学科
协作模式，推行以疾病为导向
的整合式医疗，为患者提供一
站式精准医疗服务。

管理方面，为确保医院管
理水平的同质化，华西天府医
院领导班子及行政职能部门管
理骨干全部由华西医院派驻，
且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兼
任华西医院相应行政职能部门
副职。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
人、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教授饶
莉担任党委书记，“重症八仙”
之一、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教
授康焰担任院长。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
今日放号 10月13日开院

1200张床位，66间手术室，还有直升飞机停机坪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停机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