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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事化训练体验军营生活

去年暑假，一群不愿做温室的
花朵的孩子，体验了雏鹰离巢 、展
翅高飞 、浴血雄鹰、鹰击长空之最
后战役四场战役。

今年暑假，恒大雏鹰特训团（第
二季）在第一季的基础上，重装升
级！第二季（10天9夜）将以军营环境
营造逼真热血战场，添加军营装扮、
表演、设施设备，全方位贴近军营。
同时，训练环境模拟红军长征情景，
设有“飞夺泸定桥”、“突破乌江”、

“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穿越
火线”等，打造接近真实的战场。

除了场景布置，还将利用专业
的服装道具，进行角色扮演情景式
教学模式：“恐怖袭击”、“暴力劫
持”。同时，将真实情景与虚拟现实
体验元素相结合。在军事学习环节

融入模拟空军跳伞环境、空军驾驶
飞机的视觉体验，高度还原军人在
各种环境中的坚忍顽强精神。

特设淘汰制
选拔最优秀团队

本次雏鹰特训团，共设立3个
营、9个连，27个排、81个班，每个班
10人，共计810人。整体军训以国防
教育为主题，以提高孩子的国防意
识、爱国意识。

同时，培养小雏鹰积极向上、努
力奋斗的精神态度，特设立淘汰制
度。全团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考核，决
定班级去留。8月10日，确定最后的
10个晋级班级，参加8月13日的阅兵
仪式。

金牌教官
军训与生活面面俱到

多名金牌教官加盟，配备教官

执行手册。活动期间统一标准，全场
量化考核，考核不合格的教官也将
调离雏鹰特训团。

他们将通过严格军事化管理，
为孩子营造真实的军营氛围。完善
的课程设置、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
预案，将确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每连配备1位军事教官，除此之
外，每班配备助理教官1位，全面负
责小雏鹰的军事训练。同时，生活老
师跟心理老师也将面面俱到，负责
小雏鹰的日常生活。

报名通道
今日全川同步开启

今日，恒大雏鹰特训团（第二
季）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凡6-12岁
（以参与者户口本/身份证为准），
获得监护人许可，身心健康，可参
与剧烈运动的小朋友，都可加入。
5月13起，家长可扫描文末二维码

进入线上预约通道，填写基本信
息（报满即止）。预约成功后需在
48小时内，到线下指定报名点完
善 报 名 资 料（信 息 核 对 、头 像 采
集、缴费等），逾期作废。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英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英雄
梦梦，，希望成为所有人的超级英希望成为所有人的超级英
雄雄。。从保护自己从保护自己，，到保护社会到保护社会，，
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成为一位有用的人。。据统计据统计，，
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孩子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孩子，，比普比普
通孩子有更多的责任心通孩子有更多的责任心、、意志意志
力力、、爱心爱心。。由成都市文明办指由成都市文明办指
导导，，成都商报主办成都商报主办，，恒大地产恒大地产
集团四川公司冠名的恒大雏集团四川公司冠名的恒大雏
鹰特训团鹰特训团（（第二季第二季），），现面向全现面向全
川征集川征集810810名名minimini““男子汉男子汉”，”，
在今年在今年88月月，，共赴共赴““战场战场”。”。

●线下报名点：

成都商报社：亚太大厦6楼
9个恒大项目销售中心

（曹家巷广场、恒大锦城、金
碧天下、恒大新城、中央广
场、望江华府、恒大广场、恒
大御府、恒大御景半岛项目）

●报名时间：

5月13日起（报满即止）

●报名费：

600元/人，现场扫码
支付。

●本次活动特设立免费入营
名额：

军人、警察、教师、恒大
员工、恒大业主直系亲属报
名免费，只需要同孩子一起，
携带职业证明、恒大业主证
明、户口本到线下即可报名。

●特训团时间：

8月1日~8月13日，设立
淘汰机制

全川征集810名mini“男子汉”，加入酷炫雏鹰特训团
恒大雏鹰特训团（第二季）报名今日启动！

备

注

报

名

详

情

咨询电话：
028-86511922

昨日，作为2017中国·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的重大活动之一，芬兰全球
创新创业大会在成都高新
区菁蓉国际广场举行。众多
北欧国家的城市和企业来
蓉觅机遇。

“我在北京住，晚上9点
可能就已找不到吃的了，在
成都，晚上9点还到处都有
生活节奏。”奥地利驻华大
使馆全权公使（科技）张超
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明
成都机遇，在他看来成都创
新创业环境良好，包括智慧
城市、绿色发展等机遇很
大，“这次我们来的目的，主
要就是想与成都在智慧城
市、绿色化技术等方面进行
合作，我们奥地利在科技和
智慧城市方面有很多经验，
可以与成都分享。”

“这两天我们都在与成
都谈合作，这次我们代表团，
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还有
维也纳的一些领导，包括一
些机构。”张超表示，维也纳
有一个智慧城区，此次来蓉，
他们带来专家具体讨论合作
事宜，“智慧城市的概念，不
只是互联网。我们对智慧城
市的理解是多方面的，包括
可以在生活中为居民带来方
便的科技，比如在医疗方面，
怎样让医院没有空房，让病
人不需等太久。”

张超表示，此次来蓉他
们 还 拜 访 了 西 南 交 通 大
学，“看到一些更好的合作
机会”。

看好成都合作机遇的
还有新西兰驻成都总领馆
的 副 总 领 事 张 典 ，他 说 ：

“这些天，我们代表团参观
了成都的一些科技创新创
业公司，我觉得双方之间
有非常大的合作潜力。”

新西兰知名手游开发商
Pikpok联合创始人兼CEO马
里奥·威兰斯表示，将与成都
游戏公司合作，“我们公司一
直都希望能和成都游戏公司
建立伙伴关系。现在也在寻
找机会，让我们的游戏开发
者来到成都，看一下中国游
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希望
成都的游戏开发者到新西兰
去看一看。”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北欧企业组团来蓉觅机遇

奥地利将与成都
合作智慧城市

谈“一带一路”
成都是重要节点
做得足够出色

“一带一路”战略于2013年提出。
沙祖康认为，截至目前，“一带一路”
的建设进展已超出预期，成为重要的
全球共同产品。而成都作为“一带一
路”的重要节点市场，不断展示出充
沛的国际交流激情和精彩的国际交

流内容。成都有了蓉欧快铁，有了国
际产业园区，更成为越来越多的外国
元首到中国访问的第一站。“这还是
在大家没有听过《成都》这首歌曲之
前发生的事情”，沙祖康说。

“据我所知，国际交流，贸易合作
层面，成都已经做得足够出色。”沙祖
康如数家珍地提到在蓉的国家级中
韩创新创业园、中德创新产业合作核
心园区、中法成都生态园等。他认为，
高层次的开放合作平台已经先后落

户成都，有利于促进成都更好地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形成全方位开
放新格局，在国际合作中形成新的竞
争优势。

他还提到了由中国国际商会和
成都市政府主办的中欧贸易投资洽
谈会。“欧洽会为数以千百计的中国
企业与外国同行跨国合作搭建了桥
梁，开辟了道路。”沙祖康毫不吝啬地
为成都取得的成绩点赞。

沙祖康平时对于成都也有很多

关注，他认为，成都在国际创新合作
上体现出了踏实、务实和扎实的精
神，“就‘一带一路’的建设而言，成
都不仅是中国西部的成都，也是世
界的成都”。

谈成都情怀
希望更多外国朋友
到成都走走

沙祖康有一个成都情结，“这里
代表三国之一的蜀国，我非常喜欢这
样的古代文化”。他第一次到成都是
在自己17岁的时候，半世纪后的成都
变化让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成
都的市容市貌，特别看到街上市民的
精神风貌，非常愉悦，看得出成都人
整体生活很幸福。”

沙祖康不忘向参会的外国友人推
介成都，他对《成都》这首歌也是赞不绝
口。他认为，歌中可以听出成都情怀，希
望成都以国际创新合作为契机，将这个
情怀传达到世界各地，让更多外国朋友
走到成都玉林路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
口。“我昨天就去了成都著名的旅游胜
地——宽窄巷子，希望外国朋友有机
会也可以到那里看看”。

在随后的记者专访中，沙祖康还
为成都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建议。他认
为，任何一个地方发展都需要人才，
成都要发展，当然也需要人才。“成都
有很多大专院校，应该用好这些资
源”。他表示，成都还应用好自己搭建
的平台，和欧洲继续深化合作，这对
成都发展有利，对四川发展有利，同
时对欧洲国家发展也有利。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王效

成都商报记者作为“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上会记者，昨日提
前探访了论坛的举办会场之一——国
家会议中心。10000平方米的新闻中心
已经启动，来自全世界的记者已陆续抵
达，进入了“一带一路”时间。

现场探访
10000平方米新闻中心开始启用

5月的北京阳光灿烂，而在位于天
辰东路7号的国家会议中心，已经开始
热闹起来。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刚刚启用的总面积10000平方米的新
闻中心覆盖免费无线网络，设有综合
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媒体专用

工作区、公共信号服务区、卫星传送
服务区、新闻发布区、演播区、单边直
播报到点、餐饮区、文化展示区等。

新闻中心为记者们提供的工作
场所非常开阔，部分工位配有多语种
音频接口。一些媒体还在新闻中心设
置了直播间，将第一时间向全世界传
递“一带一路”的声音。

外国媒体
派出强大采访力量 关注合作交往

各国媒体纷纷派出强大采访力
量关注此次论坛。记者已准备就绪，
等待这场盛事的开幕。

此次受邀出席论坛的，包括西班

牙拉霍伊首相。西班牙埃菲社派出了
包括其驻中国分社社长拉斐尔在内
的5名记者参加论坛报道。记者AN-
TONIO BROTO在中国生活了13
年，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中国和西
班牙的经贸往来已经非常紧密，因此
此次论坛，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和西班
牙如何增进合作交往。

合作3年
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20万亿

在论坛正式开幕前的5月12日、5
月13日，设置在新闻中心的新闻发布
厅将举行10余场新闻发布会。来自陕
西、黑龙江、河南、福建等多个省市的

相关负责人都会亮相，介绍“一带一
路”带给当地的机遇和发展。

2014-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
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增速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2014-2016年，中国
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
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在境外经
贸合作区建设方面，我国企业先后在
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
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
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
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

成都传媒集团特派记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沙祖康——

成都不仅是中国西部的成都
也是世界的成都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 希 望 更 多 外 国希 望 更 多 外 国
朋友走到成都玉林路朋友走到成都玉林路
尽头尽头，，坐在小酒馆的坐在小酒馆的
门口门口。”。”

““成都不仅是中国成都不仅是中国
西部的成都西部的成都，，也是世界也是世界
的成都的成都。”。”

昨日昨日，，阔别成都几阔别成都几
十年的联合国前副秘十年的联合国前副秘
书 长 沙 祖 康书 长 沙 祖 康 ，，现 身现 身
20172017““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欧中欧
（（成都成都））创新合作峰会创新合作峰会
发表主题演讲发表主题演讲。。在接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记者采访时，，他丝毫不他丝毫不
掩饰自己对成都的热掩饰自己对成都的热
爱与期待爱与期待。。

全球媒体聚焦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明日开幕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提前探访国家会议中心

中德创新产业合
作核心园区

中韩创新创业园

中法成都生态园

国家会议中心前广场
上，为论坛而架起的“丝路金
桥”立体花坛，在明媚的五月
阳光下分外耀眼。明日（5月
14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
在北京隆重开幕。围绕“加强
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
实现共赢发展”的论坛主题，
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
联合国秘书长等重要国际组
织负责人，以及来自130多个
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将
共商大计、共绘蓝图，注定将
吸引全世界目光。

全球共同产品全球共同产品

沙祖康作主题演讲

新闻中心正式启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