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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成都世园会
向全球发出“英雄帖”

即日起，征集口号、会徽、吉祥物、会歌、会花

轨道交通资阳线、17号线二期、
18号线三期……成都地铁5条在建线
路迎来最新进展，快来看看，有你关
心的吗？
■轨道交通资阳线

近日，轨道交通资阳线苌弘广场
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至此，轨道交通
资阳线全线7座车站中，有6座已实现
封顶。
■17号线二期

17号线二期威灵站主体结构按照
预定目标节点实现封顶，至此，17号线
二期工程全线18座车站中，已有7座实
现封顶。
■18号线三期

近日，轨道交通18号线三期工程
人南立交桩基托换“首梁”开始浇筑，
标志着人南立交桩基托换工程正式进
入托换梁结构施工阶段，工程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
■27号线一期

近日，轨道交通27号线一期工程
金沙滨河公园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赖家店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30号线一期

近日，轨道交通30号线一期工程
寺圣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双流机场
2航站楼站—寺圣站区间左线盾构顺
利始发。 （成都发布）

6月23日，成都高新区召开
企业首席健康官制度深化推进
动员大会，对京东方、富士康、
腾讯、仁和百货等成都高新区
首批50家健康管理优秀企业进
行表彰。

今年3月，成都高新区按照
成都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率
先设立企业首席健康官制度，
明确企业要发挥健康管理主体
作用、压实主体责任，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企业发展。

成都高新区经济运行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首席健康官主
要负责做好企业疫情防控，落
实主体责任，同时构建企业员
工的健康保障计划；负责员工
健康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处理；
负责与第三方相关医疗单位沟
通并提出可行的员工健康保障
计划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
高新区累计25482家企业完成
首席健康官制度构建，实现较
高覆盖；超1.4万名首席健康官

（健康管理员）完成“高新通”平
台注册，并进行动态疫情防控
及健康管理信息报送；累计243
栋楼宇设立健康管理专员，商
务商业楼宇实现全面覆盖。

为护航首席健康官制度
落地落实，下一步，针对辖区
办公楼宇多、商务活动多的特
点，成都高新区将协同企业主
体、行业监管、社区属地构建

“点-线-面”的企业健康管理
工作体系；发布《关于鼓励加
快构建企业健康管理制度的
政策意见》，对在健康管理建
设领域取得突出成效的企业，
按梯度给予最高100万元支
持，对在健康管理领域表现优
秀的首席健康官、健康管理
员、健康管理专员等个人给予
奖励；此外，依托“高新通”企
业服务平台，新增设“健康通”
功能模块，构建全区统一的企
业健康管理信息平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在加快推进会场规划建设的同
时，世园会筹委会向全球公开征集
口号、会徽、吉祥物、会花、会歌。征
集活动评选时间为应征结束至2022
年8月底。

应征作品应紧扣“公园城市 美
好人居”主题，体现时代特征、园艺特
色，并实现思想性、艺术性、欣赏性与
传播性的统一。需格调高雅，体现国
际视野、中国元素，并充分结合成都
特色，个性原创、主题突出，形象鲜
明，具有高辨识度、易于传播推广。

口号要求简洁响亮，会徽要求
庄严醒目，吉祥物要求活泼可爱，会
歌要旋律优美、易于传唱，且符合传
递绿色环保等生态理念要求。应征
作品能得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

别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
普遍认同。

此次口号、会徽、吉
祥物、会歌征集，每项设
立优胜奖1名、优秀奖5
名，并设置对应的现金奖
励、奖牌、纪念证书及世
园会入场门票。其中，会
徽、吉祥物优胜奖作品奖
金3万元人民币，会歌优
胜奖奖金5万元人民币。
口号、会徽、吉祥物、会歌
优胜奖获得者届时还将
有机会获邀成都世园会
开幕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彭惊

全线12座车站11座已封顶

衔接双机场 地铁19号线二期有了新进展
成都地铁5条在建线路
最新进展来了

距离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
博览会（简称“2024成都世园
会”）开幕还有600余天，作为四
川省首次引入的国际最高规格
的花卉园艺展会，从“花落”成都
这天起，2024成都世园会就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

为进一步营造全民关注、全
民参与的良好氛围，世园会筹委
会发出“英雄帖”，面向全球公开
征集2024成都世园会口号、会
徽、吉祥物、会花、会歌方案，甄
选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国际
水平、中国元素、成都特色”的世
园会标志标识作品，建设一批具
有辨识度的成都世园会标志。同
时，以口号、会徽、吉祥物、会花、
会歌征集活动为载体，持续助力
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城
市影响力、美誉度。

6月24日起，应征人可通过
2024成都世园会官方网站、
2024成都世园会官方微信公众
号下载相关应征文件、资料。

2022年7月15日10：00，
将开放2024成都世园会官网专
题报名页面，正式接收上传应征
文件。上传应征文件截止时间为
2022年8月11日零时。

6 月初，成都高新区与腾
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宣布腾
讯未来中心项目正式落地成
都。这是继2020 年8 月腾讯在
国内首个功能性总部——新文
创总部落地成都后，在蓉发展
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根据协议，腾讯未来中心
项目将立足成都，开展面向未
来的前沿探索，不断引导腾讯
核心资源在蓉布局，持续吸引、
补全腾讯在蓉业务生态，通过
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持续投
入基础科研建设。

昨日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
腾讯 STAC 科创联合大会上，
腾讯公司副总裁兼西南区总经
理蔡光忠进一步解读了腾讯未
来中心项目的发展方向。他表
示，加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点。希望通过建设开放研究平
台，深耕基础科研，做好青年人
才培育等工作，切实帮助社会
解决一定的科研难题，服务科
技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未来
中心项目，腾讯在成都还有更
多合作与布局。

立足创新、深耕基础科研

今年 6 月加码投资成都，
腾讯将在成都高新区落地全
国领先的自主创新人工智能
研究开放平台。

“在这里，腾讯将立足科技
创新，深耕基础科研。”蔡光忠
说，未来中心扎根成都，腾讯将
通过建设“开悟”这样的人工智
能开放平台，将腾讯沉淀的技
术能力输入给社会，为教育界
AI 研究所需要的算力、算法、
数据、场景等提供要素保障，为
学生提供多智能体学习研究的
载体，为算法开发提供应用、实
用的开发环境。

关注培育青年人才

“对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而
言，核心是人才。”蔡光忠说，腾讯
未来中心希望通过办赛、助学、
联合研究等一系列举措，为青年
人才的发展提供平台和机会。

他举例，今年，腾讯和大
运会执委会共同发起首个以
AI 数智竞技为主题的赛事活
动，邀请了包括清华大学、多
伦多大学等在内的十余所国
内外高校参与。通过在数字环
境中比拼算法，推动跨国青年
人才科技交流，实现以赛代
研，以赛育人。

与此同时，腾讯也关注到
高等教育在 AI 领域如何开展
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需求。未
来，腾讯将利用其 AI 底层能
力，在教育课程设置、实训领
域、平台、师资培养等方面发
力，通过与高校共建短期训练
营等模式，为学校提供人才培
养以及认证，帮助学生提高AI
学习能力。

此外，数字场景的打造，也
是对现实消费场景的拓展和延
伸。为此，腾讯未来中心将立足
成都，进一步探索虚拟和现实
融合，尝试把线上IP呈现到真
实场景中，打通科技、内容、社
交和商业闭环，建设更具未来
感的新文化消费背景，为线上
线下用户打造更真实的沉浸式

体验，实现从“在线”到“在场”
的转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融合

蔡光忠表示，腾讯作为中国
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
之一，已致力于促进数字技术与
实体经济融合多年。作为数字经
济头部企业，腾讯更是主动融入
实体经济的场景建设中。

例如，基于人工智能决策，
通过构建一个农业的人工智能
系统，根据热量、通风和二氧化
碳等因素来不断优化种植策
略，以此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和人力需求。

又比如，在电力领域，每年
丰水期，四川的水电有大量富
余，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往
年同期的用电量，以及用电量
随着气温湿度比较平时的变
化，进而帮助调节电力资源，实
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腾讯未来中心将从成都
出发，不断创造出更多‘数实融
合’应用场景，期待用科技力量
全面推进城市生产生活、城市
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助力城
市能级提升。”蔡光忠表示。

再次加码布局
助力成都数字经济发展

2018 年，腾讯提出“新文
创”战略。其中，成都是绕不开
的布局重地——

早在2019年，腾讯文创品
牌 TGC 即落地成都，并与成
都高新区签署“共建数字文创
名城样板区”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城市新型数字文化建设，
助力成都打造中国数字文创
第一城。

2020年，腾讯新文创总部
落户成都，项目落地成都高新
区瞪羚谷数字文创产业社区。

除了今年6月落地的未来
中心项目，腾讯在成都还有更
多合作与布局。

为了实现人才体系搭建、
科研技术深耕、产业场景应用
三大“纽带”价值，腾讯天美L1
工作室总经理、《王者荣耀》执
行制作人黄蓝枭带来了王者荣
耀团队的新规划：

通过与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四川大学等10所高校教师
团队联合合作，基于“开悟”平
台共同建设AI高校培养方案，
持续探索 AI 人才的产教联合
培养模式；

举办成渝地区高校公开
赛，逐步完善 AI 竞赛体系，形
成从高校赛到区域赛、再到全
国大赛的多层级赛制，借助“以
赛代研”的方式帮助高校学子
深耕技术理论与实践；

启动“腾讯X西南交通大
学智慧交通项目合作”。该项目
将以成都作为核心示范区域，
构建一种保障安全、提高效率、
改善环境、节约能源的综合运
输系统，助力行业发展，加速人
工智能技术的产业落地应用。

现场还举行了人工智能
科教联盟新成员加入仪式和
腾讯人工智能科创联合体“数
实融合”应用场景创新合作启
动仪式，为成都数字经济发展
迈上新台阶提供持续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推动城市新型数字文化建设
助力成都打造中国数字文创第一城

腾讯再次加码布局成都

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由国际园艺
生产者协会（AIPH）批准举办的国际
性园艺展会，旨在展示全球园艺最
新成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
誉为世界花卉园艺领域的“奥林匹克
盛会”。

作为四川省首次引入国际最高
规格的花卉园艺展会，2024成都世园
会计划于2024年4月26日~10月28日

举办，主题为“公园城市 美好人居”。
2024成都世园会主会场选址成都东
部新区绛溪河生态绿廊，规划面积
3633亩，同步规划了新津现代园艺、
温江川派盆景、郫都花卉产业、邛崃
生物多样性保护等4个主题分会场，
以“一主+四辅”办会格局，展示特色
多元的川蜀文化，为世界呈现一届

“永不落幕的园艺盛会”。

2024成都世园会将奋力打造一
届具有“时代特征、国际水平、中国元
素、成都特色”的世界园艺博览盛会，
面向全球展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建设成就，
讲好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
和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的

“成都故事”，让“雪山下的公园城市”
的城市名片深入人心。

2024相约成都
共赴世界花卉园艺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

征集口号、会徽、吉祥物、会歌、会花
最高可获5万元单项奖金

成都高新区超1.4万名首席健康官
注册上岗

19号线二期

6月24日上午，成都市轨道交
通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观摩会在成
都轨道交通19号线土建2工区项目
举办。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截至目
前，成都轨道交通19号线全线12座
车站，11座已实现封顶，全线17座
铺轨基地已全部投用，铺轨工作正
有序推进中。

上午10时，记者在19号线二期

双流机场2航站楼站施工现
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紧张
施工中。“双流机场2航站楼
站是全线施工最慢的一个车
站，全线12座车站，11座已经
封顶，只剩它了。”据中电建
成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安全
质量环保部主任索晓华介

绍，双流机场2航站楼站预计将于近
期完成封顶。截至目前，19号线二期
工程已实现所有盾构区间洞通，全
线铺轨基地17座已全部投用，整个
项目正在进行车站土建、轨道铺设
以及机电装修施工。

19号线二期工程是衔接双流国
际机场和天府国际机场的重要轨道
交通线路。线路起于双流区九江北

站（不含），止于天府新区天府新站，
预留合江站，线路全长约42.87km，
共设12座车站，其中换乘站10座，均
为地下线。

据了解，19号线二期工程采用
A型车编组，运行速度最快将达到
160km/h。作为一条天府新区向西
辐射双流市域的快线通道，线路衔
接了双流国际机场和天府新站两个
门户枢纽，线路开通后将为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和天府国际机场“两场
一体”的运行模式创造条件，扩大天
府新区核心区向双流、温江辐射，对
成都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
重大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吕国应

成都街景 本报资料图

地铁19号线二期工程双流机场2航站楼站即将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