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8日-10日
荷荷市市——

2022天府文创大集市
·启幕场

地点：东郊记忆成都舞台

7月8日-29日
黑与白——

熊猫艺术创意展
地点：东郊记忆国际艺术

展览中心

7月22日下午
2022金犊奖系列活
动——2022第31届
时报金犊奖颁奖典礼
地点：东郊记忆演艺中心

7月22日-24日
IGS中国（成都）国际
数字娱乐博览会

夏日盛典
地点：东郊记忆

7月22日上午
2022成都

数字文创主峰会
地点：东郊记忆演艺中心

7月22日
2022成都数字文创
嘉年华系列分论坛

地点：东郊记忆莱剧场、童剧场

全长1350米
预计年内具备通车条件

7 月 5 日上午 10 时，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从正在打通的郫都区
万福二街转入盛发街，看到长约1公
里的道路早已建成，路面尚未画交通
标线，道路两边的路灯、路牌也已经
设置。

据金牛区住建交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盛发街位于金牛区和郫都区交
界处，全长 1350 米，宽 30 米，为郫都
区犀浦片区与金牛区连接的交通性
主干道。自2014年盛发街“断头路”项
目启动后，由于土地、地铁建设等原
因造成停工。

“我们现在看到的路面，基本上

2018年左右就已经建成了，就因为剩
余的200多米未能打通，造成整条道
路无法及时贯通。”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该道路已建成950米，完成改
建道路100余米，剩余的200余米待建
路段中，包含一座涵洞和一座桥梁。

走至新建盛发街道路尽头，记者
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河道底部铺钢
筋，钢筋铺设完成后，将通过混凝土
现浇的方式，浇筑一座涵洞。“涵洞浇
筑完成后，将修建跨金牛支渠的桥
梁，这两个工程完成后，整条道路就
基本打通了。”施工人员说，按照工程
进展，汛期过后就可开展跨金牛支渠
桥梁的施工，预计今年年内，整条新
建盛发街将具备通车条件。

成都今年预计打通
20条以上“断头路”

“红光大道经常堵车，特别是上
班高峰期，进城的车流量尤其大。”王
先生表示。由于盛发街迟迟未能建
成，目前梓潼宫片区的居民进城，只

能通过福梓路、龙吟路等道路，转入
红光大道进城，大大增加了该道路的
通行压力。

通过地图不难看到，从梓潼宫地
铁站至侯家桥地铁站，直线距离仅
1.6 公里，正常开车约 4 分钟即可到
达。现在需绕行3.6公里，行驶约10分
钟时间，不仅影响了周边居民出行，也
不利于金牛区、郫都区两地互通。

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盛发街“断头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提
升片区交通能力，缩短通勤时间，助力
片区土地建设，改善片区城市形象。

据悉，2022 年，金牛区还将打通
方营路、万福二街等3条“断头路”，持
续推进汇涌路跨毗河桥、甫家二路东
段等4条“断头路”建设，加快完善天
府艺术公园、大北区、侯家等重点片
区路网。今年全市预计打通“断头路”
20条以上，让出行更加畅通、高效，让

“堵途”变“通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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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由成都市委宣
传部指导，市文产办、市
“三城三都”办、市委网
信办主办，市文促中心
承办，全国数字文创行
业领域的年度盛事——
2022成都数字文创嘉
年华即将在成都启幕。

2022成都数字文
创嘉年华以“成都，打造
中国最适宜数字文创发
展城市”为主题，将汇集
当下最潮流的数字文创
场景，汇聚行业领军人
物，探讨数字文创产业
发展趋势、文创产业建
圈强链等话题。

嘉年华活动由“一
会（2022成都数字文创
主峰会）+一奖（2022第
31届时报金犊奖颁奖典
礼）+一集（2022天府文
创大集市<开幕集市
>）+两展（2022熊猫艺
术创意展、IGS中国（成
都）国际数字娱乐博览
会夏日盛典）+N个配套
活动”构成，内容丰富、
嘉宾阵容强大。

来自腾讯、网易、哔
哩哔哩、阿里淘宝、艾尔
平方、嗨翻屋、翻动漫
创、东极六感、开源动
漫、电鲸科技、奇影动
漫、一几文化、可可豆、
拾光积木、重回汉唐、心
动互娱等全国泛数字文
创企业代表将齐聚成
都，见证数字文创领域
的蓬勃发展。

塌方塌方！！
蓉昌高速

汶马段桃坪至薛城段
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7 月 5 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高速公路一支队发布通告，因
G4217 蓉昌高速汶马段马尔康至汶川
方向K131+500m（通化一号隧道段）发
生塌方地质灾害，造成该路段交通中
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决定从7月5日
起，对G4217蓉昌高速公路汶马段马尔
康至汶川方向桃坪至薛城段实施临时
交通管制措施。

具体通告如下：
1.管制期间，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G4217 蓉昌高速公路汶马段马尔康至
汶川方向桃坪至薛城段；汶川至马尔康
方向正常通行。

2.马尔康至汶川方向车辆可从
G4217 蓉昌高速公路薛城收费站出站
经317国道绕行。

3.交通管制具体结束时间根据抢
险施工进度情况另行通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7月5日上午，九寨沟景区开通至黄
龙景区的首发旅游专线，实现了两个景
区交通无缝接驳。128公里路程，票价仅
需47元，游客今后参观完九寨可以乘坐
景区直通车前往黄龙参观。

随着暑期的到来，前往九寨、黄龙避
暑打卡的游客也越来越多。5日上午，阿
坝州岷江运业开通九寨沟景区至黄龙景
区的首发旅游专线，该条专线主要途经：
九寨沟-川主寺-黄龙。

“今天第一天开通，九寨沟出发前
往黄龙的有10多名游客。”九寨黄龙联
运组组长陈健介绍，从第一天运行情况
看，直通车还是很受游客欢迎的。有游
客称，景区直通车实现了两个景区交通
无缝对接，改善了游客的出行体验，满
足了消费者个性化旅游和自助无障碍
旅游的需求。

“景区直通车全程128公里，票价
47元，两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陈健
介绍，每日早上7点40分从九寨沟漳扎
镇客运站（九寨沟沟口下行100米）出
发，中途在川主寺停留10分钟，大约10
点到达黄龙景区3号停车场（距离景区
沟口200多米），下午3点左右出发返回
九寨沟。

“中途风景好的地方有游客提出停
车拍照，只要具备停靠条件，我们一般
都会临时停车，让游客拍照。驾驶员都
是有丰富经验的老司机，客满就走。”陈
健说，目前每天一班，接下来是旺季，将
会根据游客数量增加班次，有5辆车滚
动发班，能够满足乘客出行需求。冬季
为淡季，大雪封山时，景区直通车将自
动停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川渝小伙伴：
四川泸沽湖景区

5000张门票免费送

7 月 5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四川泸沽湖景区获悉，为推动两
地文旅资源共用、客源共享、市场共
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
川省泸沽湖景区积极参与“川渝一家
亲——景区惠民游”活动，开展“百万
门票免费送”和“门票买一送一”优惠
活动。活动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12月31日。

“百万门票免费送”活动：四川省泸
沽湖景区向川渝两地游客提供5000张
免费门票。川渝两地游客关注四川省泸
沽湖景区微信公众号，点击线上购票，
填写日期和个人信息，提交订单即可获
得免费门票。

“门票买一送一”活动：四川省泸沽
湖景区对重庆籍游客实行门票买一送
一优惠，即购买一张门票可获赠一张门
票。重庆籍游客购买流程：关注“四川省
泸沽湖景区”微信公众号，点击线上购
票，选择“全票”种类，填写好日期和个
人信息后，提交订单，购买一张门票即
可获赠一张门票。到达景区后，需出示
身份证，现场领取买一赠一门票。赠送
门票不限使用对象，可在活动期间任意
时间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发车发车！！
两个多小时、票价47元

九寨沟至黄龙
景区直通车开通

修了8年的“断头路”啥时才能通？
最新进展：预计年内通车

该路位于郫都金牛交界处，成都今年将打通20条以上“断头路”

“盛发街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啊？我在七中万达上班，本来一
条直路很近就能到达，现在要往金牛大道那边绕一大圈，而且高
峰时段又堵得很。要是盛发街打通了，上班就又近又快。”家住成
都犀浦梓潼宫片区的王先生十分关注这条“断头路”的进展情
况，盼望早日建成通车。

7月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金牛区盛发街
施工现场看到，道路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内具备通
车条件。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上半年，已打
通市域“断头路”7条，年内计划打通20条以上，在解决市民出
行难题的同时，还将提升城市通勤效率，完善城市区域路网，
为城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人才是创新创造的核心要素。
在主峰会当天，将发布“成都文创产
业智库”首批成员名单，“成都文创
产业智库”将为成都构建在全球文
创产业链、价值链中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现代文创产业体系提供智力支

持和组织保障，成为成都数字文创
的“最强大脑”。

与此同时，作为本次2022成都数
字文创嘉年华的重要活动之一，被业
界誉为“青年创意的奥斯卡”的时报
金犊奖与2022成都数字文创嘉年华

和第九届成都创意设计周联动，邀请
了全球院校学生广泛参与。7月22日，
第31届时报金犊奖及成都设计奖的
获奖团队同赴成都，参加颁奖典礼，
分享创意理念，与成都共襄世界华文
创意荣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7月8日至10日，一场集齐当下最
in生活方式的文创集市，2022成都数
字文创嘉年华活动之一——荷荷市
市·天府文创大集市将在东郊记忆·
成都舞台率先开启。

荷荷市市·天府文创大集市以
“荷荷市市”为主题，选用荷花诗词中
提炼词汇“尖尖角”、“别样红”、“荷田
田”、“今夜白”、“无穷碧”、“聚成星”
作为集市分区概念创意呈现。并从

“夏花绚烂”延展开来，邀请全市音
乐、潮玩等创意品牌及酒类、美食等

60余个生活方式品牌，展现成都文创
夏花般绚烂的生命力，以奇想创意氛
围，共同创造美好夏夜。

东郊记忆作为成都最“二次元”
的区域，承包了当下最时尚的生活场
景。除了荷荷市市·天府文创大市集，
7月22日至24日，IGS·夏日盛典将以
热血赛事、夏日秀典和IP主题互动三
大活动，在东郊记忆开启一场“跨次
元”的夏日狂欢，点亮数字文创奇幻
之旅。盛典期间，将举办王者荣耀等
电竞项目赛事，打造全民互动电竞舞

台。IGS动漫超级联赛则集聚众多知
名KOL/KOC，开展Coser表演及宅舞
大赛，举办舞见、唱见、Cosplay动漫赛
事，为全国动漫社团、协会、爱好者提
供竞技展示舞台。

7月8日至29日，一场熊猫IP交流
盛宴——2022熊猫艺术创意展将在东
郊记忆·国际艺术展览中心开展。展览
聚集顶尖熊猫IP、熊猫艺术作品，包括
以大熊猫为创作元素的书画、摄影、非
遗等传统艺术作品，及潮玩、手办、
NFT等现代艺术作品600余件。

7月22日，2022成都数字文创嘉
年华主峰会，上百位国内顶尖文创
优秀企业代表、数字文创研究机构
专家代表将齐聚一堂，开启思想的
盛宴，分享数字文创领域的机遇和
未来。腾讯、网易、bilibili、成都燧石
行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等与会嘉宾将

带来精彩的主题演讲，探讨当前行
业前沿资讯，聚焦数字文创发展与
未来。

在主峰会上，将重磅发布《成都
数字文创产业发展报告》。《报告》对
成都市2021年度数字文创产业外部
环境、内部现状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

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基于产业发展指
数模型对成都市2021年度数字文创
产业发展评估，梳理成都市2021年度
数字文创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成都市数字文创产业未来发
展建议，以期促进成都市数字文创产
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成都数字文创企业已经超
过1000多家，年产值上亿元的企业达
百余家。成都已经形成了包括可可豆动
画影视、艾尔平方等一批本土市场主
体，引进了腾讯、哔哩哔哩、阿里淘宝等
行业领军企业，涌现了《王者荣耀》、《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现象级文创产品，以
及《努力餐》、《成都偷心》等影视演艺作
品和《斗破苍穹》等网络文学作品，还有

《你不知道的事》等优秀的剧本杀作品。
在 2022 成都数字文创嘉年华主

峰会上，将重磅发布成都数字文创风
潮榜，即“成都数字文创十大瞩目事
件”——2021 年-2022 年间，成都数
字文创行业引领性强或具备里程碑
意义的大事件；“成都数字文创十大
支持项目”——2021 年-2022 年间，
获得成都市文产专项资金支持的数

字文创优质项目；“成都数字文创十
大金融扶持企业”——2021 年-2022
年间，获得“文创通”等市场金融投资
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成都文创产
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引
领带动作用，还将发布 2021“成都数
字文创三十强企业”名单和 2021“成
都文创百强企业”名单。

深度一“夏” 抓住数字经济时代发展机遇

活力一“夏” 聚焦成都数字文创新势力

期待一“夏” 聚焦成都数字文创发展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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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方现场

盛发街已建成路段盛发街已建成路段

7月28-29日
成都文创产业

建圈强链项目招商推介
暨产融对接会
地点：梵木Flying
国际文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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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娱乐博览会数字娱乐博览会 资料图资料图

热闹一“夏” 三场主题活动开启文创热度

2022成都数字文创嘉年华
即将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