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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首届数字乡村
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并面
向全社会征集优秀作品。大赛
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单项作
品设计者或团队最高可获得30
万元现金大奖！作为全国首个
国家级数字乡村主题赛事，本
次大赛旨在广泛征集一批有创
新理念、可实施、可推广的设计
作品，挖掘、储备和落地一批优
质项目，为社会各界参与数字
乡村建设搭建平台，助力乡村
振兴，让广大群众共享“数字红
利”。同时，主办方也将推进优
秀作品落地实施。

据介绍，参赛者需选择国
内任一村落，以乡村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场景为
背景，围绕乡村信息基础设施、
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

智慧绿色乡村、乡村网络文化、
信息惠民服务等方面的一个或
多个数字乡村建设方向，因地
制宜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创新设计。

大赛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2年8月24日。大赛设置一等
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优秀奖若干。

本次大赛免收报名费，参
赛 者 可 通 过 大 赛 官 网
（https：//www.scde.cn）或扫描
二维码进行
注册报名，
并按官网提
示上传提交
作品。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奖金总额100万 单项作品最高30万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扫描二维码
报名参赛

其实，不仅是准大学生们将目光瞄准
成都，人才来蓉，已是显著趋势。

前不久，智联招聘联合泽平宏观推出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2》报告，
公布了中国人才吸引力100强城市榜单，
前十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长沙。
对于成都的吸引力，报告分析称，主因是
成都经济发展日趋活跃、创新产业发达，
并且“筑巢引凤”吸引人才。

礼敬人才、求贤若渴，这也是人才对
成都心向往之的重要原因。成都的人才政
策已更新至“3.0 版本”，从政策引才到生
态营才，人才来了，总能加入与城市同频
共振的节奏。

截至今年年初，成都人才总量达
587.58 万，其中各类重大人才计划专家
3788人。成都荣登《财富》杂志“大学生和
青年求职者吸引力城市”榜首，连续 3 年
荣获“中国最佳引才城市”奖，蝉联“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那么，在重大战略机遇叠加的当下，
成都还应如何持续扩大城市比较优势？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
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张俊良认为，应围绕

“产业链”打造“人才链”，做到以产业引人
才，为产业聚人才，“随着产业发展的加
快，以及提供更多落户、住房、医疗等公共
服务供给，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将会进一
步增强”。而这就需要成都在进一步建立

“引、育、用、留”体系的同时，为人才提供
更多在落户、住房、收入、生活环境等方面
的利好举措，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真正转
化为城市自身的竞争力。

宋璐也认为，要让人口红利转化为人
才红利，“引、用、育、留”四个字是人才与
城市同频共振的核心，“对城市而言不仅
要引才，更要培育，形成培训体系，完善成
长激励机制，让人才不仅愿意来，还能留
得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当考生选择成都，
他们在选择什么？

高考期间城市热搜第一高考期间城市热搜第一

在讨论为何选择成都之前，一个不能忽
略的问题是“考生为什么纷纷优先选城市”？

事实上，关于“城市、学校、专业”孰更重
要，每个人侧重点不同，答案自然也不相同。

但不能否认的是，比起若干年前“专业
优先、大学其次、城市无所谓”的论调，越来
越多的考生和家长已将顺序“倒置”，开始支
持“城市>专业>学校”的排名优先级。

罗振宇曾有过一个观点，填报志愿这
件事情，城市最重要。他的解释是，在当前
年代，人们应该去追求更多的“可能性”，所
以城市更重要，因为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
可能性。

知乎答主@Blue许，也支持“城市>专业
>学校”的观点，认为大城市能够提供丰富的
实习机会，更容易结识到优秀的人脉。他的
回答，获得了超过6000位读者的赞同。

且不说选城市、选学校、选专业哪个更
重要，关于准大学生选城市时应该具备的思
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招办主任林莉认
为，主要有几个侧重点。

在她看来，考生报考大学时确定地域范
围，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喜好，也要考虑城市
的多种资源是否能为自我发展助力。根据高
校的就业质量报告和其他就业数据显示，学
生在一座城市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所在
地工作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城市的就业
资源，也是考生要重点关注的。

当然，考生还要关注城市的教育资源。许
多考生都希望去高教资源集中的城市读书，
这样就可以享受多所院校的校园环境甚至是
教学资源。以第二轮“双一流”院校名单来看，
北京有 34 所院校上榜，江苏 16 所、上海 15
所、广东8所、四川8所、陕西8所、湖北7所、
天津5所、湖南5所，这些地区不仅教育资源
丰富，也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在高校云集的
城市求学，既能开阔视野，感受城市独特的人
文环境，同时也能享受更多样的教育资源。”

此外，人文特色、气候特点、饮食等，也
是关注点。

如果考生以大学所在的城市作为首要选择目标，
那么这座城市是否能开阔人们视野，是否有优越的教
育资源，是否有充分的就业舞台和机会，是否有独具魅
力的文化和环境，乃至是否气候舒适、生活多彩，都是
考生和家长所需要考量的。

而这也就不难理解，成都为何在高考期间，成为
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城市。

成都拥有优越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四川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双一
流”大学，更不乏众多高精尖科研院所。头部企业更是
纷纷在蓉打造高能级的科创平台。就在昨日，腾讯还
在成都召开2022腾讯·科创联合大会，透露了已落地
成都的腾讯未来中心项目。项目将打造高能级科创平
台，持续投入基础科研建设。更将关注青年，为青年人
才发展提供平台和机会。

“对于即将读大学的同学们而言，选择大学所在
的城市，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选择未来生活的城市”，智
联招聘西部大区市场经理宋璐认为，城市的就业情
况、工作环境、生活方式等，都是大学生的考虑因素。

“一线城市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开阔的视野，更多
的实习机会等。”她说，从这一方面来讲，成都作为新
一线城市也有着强大吸引力，同时，成都在生活成本
和职业潜力等方面，更拥有“高性价比”。

此外，成都以文化多元、包容著称。年轻人对于新
环境都渴望迅速“融入”，而惧怕缺乏归属。加上外揽
山水之幽，内得人文之胜，美食美景美不胜收，这也更
让当代考生们倾心于成都。

选城市，
选的是什么？

选成都，
又是在选什么？

城市，
如何与人才同频共振？

一年一度高考出分季，抠脑壳报志愿的时节来临了。先选大学还是先选专业？这是每年都会困扰考生和家
长的问题。但近年来，另一个观点逐渐更占主流——先选一座心仪的城市。

知乎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2年高考期间的城市搜索热度排名，成都、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武汉、西
安、杭州、济南、上海位居前十，成都位居榜首。

其实去年也是如此。知乎数据显示，2021年高考出分前最热搜索前15名的高校中，位于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
和四川大学均在榜上，其中电子科技大学排在榜首。而填报志愿期间的最热搜索学校前15名中，成都大学上榜。

近年来，高校应届生、各类人才涌入成都。又是什么原因，让准大学生们也纷纷将目光对准了成都？

6月24日晚上，2022成都户外音
乐啤酒季暨“西门有局·宴蓉城”西安
路美食特色街区正式开街，啤酒、美
食、歌舞，灯光秀、舞台秀、诗歌秀
……现场气氛“拉满”。

晚上8时许，华灯初上，走在西
安路上，随处可见新潮时尚的打卡
点：“兄弟局”西门酒馆、“闺蜜局”西
门茶社、“自在饭局”西安路火锅店
……来到西安北路三洞桥旁时，音
乐声大作，2022成都户外音乐啤酒
季暨“西门有局·宴蓉城”西安路美
食特色街区开街仪式的主舞台就在
这里。

晚上9点，开场表演《入阵曲》登
台。主舞台的表演结束后，人们的视
线转向三洞桥小楼，《西门百年·三
洞桥》影装舞台秀正徐徐展开。未
来，该剧目将作为常驻节目在三洞
桥上表演。记者了解到，街区内还策
划了走街探店、任务打卡、网红直

播、啤酒畅饮等活动，整个活动将持
续到6月26日。

“一把骨”的董事长佘仕祥也来
到开街现场，他和商家住户代表坐在
启动仪式台下，“人来人往，生意好了

一倍！”他有点兴奋。“街道办和我们
一起发放了现金券。”蓉记爬爬虾店
长王胡琼接着话题说。在她看来，活
动促进了消费，也让更多人了解西安
路美食特色街区。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将
聚焦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努力满足
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本次户外音乐
啤酒季是“2022年成都美食促消费活
动”的首个单元，除了当晚同步启幕
的金牛区新金牛公园户外音乐啤酒
节外，6月至8月，成都各区（市）县还
将充分利用公园、绿道、广场等户外
开敞空间，陆续推出十余场以音乐啤
酒美食为主题的节会活动，如高新区
海森堡啤酒节、成华区Glamping城市
露营节、青羊区乌苏巴扎啤酒节、龙
泉驿区国际音乐啤酒节、锦江区八月
夜啤酒节等。

温馨提示：
消 费 时 ，请 市 民 朋 友 戴 好 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做好日常疫情
防护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户外音乐啤酒季开启

“西门有局·宴蓉城”西安路美食特色街区正式开街

依湖而建的天府新区兴隆湖科学城码头 王效 摄影

四川大学

今年，成都“新铁三”上热
搜。绕城绿道上骑行画圈、城市
公园里搭起帐篷、夜爬龙泉山
看日出，公园城市独有的运动
模式把成都人生活的仪式感拉
满。其中，因不受地域、年龄、时
间等限制，骑行更是火爆出圈。
绿道及沿途的麦田、花海、各式
各样的路桥和网红打卡地频繁
出现在成都市民的朋友圈。

办赛营城增添新活力

如果说拥有百年历史的
“环法”让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成
为自行车运动员的“圣地”，那
么成都的车迷节虽然刚刚走进
第13个年头，但已惠及了越来越
多的人群，带动更多的人加入
到骑行中来，天府绿道已成为
广大骑行爱好者的“天堂”。

今年初，环城生态公园
100公里绿道全线贯通，为无
数骑友提供了全新的骑行场
景。来自金牛的张先生是一位
发烧友，已参加了10年的车迷
节，除了日常上下班、周末出
行，成都的三环、绕城绿道、龙
泉山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车轮
印。自环城生态公园环线100
公里一级绿道全线贯通之后，
他已经环游了8次。他说：“这
条绿道骑行线路中，既有原生
态田园风光，也有各种网红建
筑，最近的好天气下，优美的

景致让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加
入到环游的行列中来。”

据骑行爱好者介绍，全国
各地不少骑友专程飞到成都挑
战环城一百公里，“到成都挑战
百公里骑行”已经成为骑友圈
体验户外时尚运动的一个风向
标。可以说，环城生态公园的全
域呈现，翻开了成都市民户外
休闲运动的新篇章。

兴业惠民赋予新动能

在车迷节这12年的历程
中，改变的不仅是市民的运动
习惯和生活方式，更有对自行
车运动和赛事相关产业链的带
动和提升，为体育产业整体发
展加赋新动能。近日，央视财经
频道CCTV2聚焦成都市民骑
行运动“带火”自行车租赁、销
售，一些热门公路自行车甚至
全线卖断货。

与此同时，成都的自行车
相关产业也逐渐发展成熟，目
前已成立成都市自行车运动协
会和15个区级协会、60余家俱
乐部和车队，专业裁判员队伍
发展到200余人。赛事坚持由成
都本土团队执行，打造了一支
高效专业的赛事执行团队，成
为自主品牌赛事扶持本土体育
企业的成功范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
海韵 裴晗

环城100公里绿道给成都带来什么？

紧接01版 第三，我们要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要
推进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技
术转移和知识分享，推动现代
产业发展，弥合数字鸿沟，加快
低碳转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第四，我们要共同构建全
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才能办
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
事。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发展
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南北双方
要相向而行，共建团结、平等、
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
个人掉队。要支持联合国在全
球发展合作中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鼓励工商界、社会团体、媒
体智库参与全球发展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国一直是
发展中国家大家庭一员。中国
将采取务实举措，继续支持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将加大对全球发
展合作的资源投入，把南南合
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
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对
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的投入，支持开展全球发展倡
议合作。

——中国将同各方携手推
进重点领域合作，动员发展资
源，深化全球减贫脱贫合作，提
升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推进
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加强疫苗
创新研发和联合生产；促进陆
地与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
加快工业化转型升级，推动数
字时代互联互通，为各国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国将搭建国际发展
知识经验交流平台，成立全球
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
知识网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
交流；举办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共同发起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
划，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汇聚最广泛力量。

习近平指出，“心合意同，
谋无不成”。让我们坚定信心，
朝着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的正
确方向携手奋进，共创繁荣发

展新时代。
与会领导人分别发言。他

们表示，感谢中方倡议并主办
此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高
度赞赏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发
展合作的深刻阐述。当前国际
和平与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
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是构建更加公平、均衡的国
际秩序、促进和平、安全、平等、
发展的关键力量，应该加强团
结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
问题置于核心位置，推动构建
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需要和
期待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此次
对话会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有
助于就国际发展合作达成新共
识，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注入新动力。

各国领导人赞赏并支持中
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
安全倡议，一致认为发展是安
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中方倡议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
关切和需求，有利于凝聚国际
共识，动员发展资源，加快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希望在减贫、抗疫、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加强全球发展倡议同地区发展
规划对接，共同应对贫困、不平
等和发展领域挑战。各方严重
关切单边制裁产生的负面外溢
效应及其对脆弱发展中国家造
成的严重伤害，强调要践行真
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公平正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加强
协调合作，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共同维护国际
经济金融体系稳健运行，推动世
界经济稳定复苏和可持续发展，
携手构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
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对话会发表主席声明，全
面阐述与会各方关于全球发
展的政治共识，围绕全球发展
倡议重点领域提出了务实合
作举措。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对话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