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直采、航空运输。下月初，12吨美国车
厘子将直飞成都，直抵成都市民餐桌。这是成
都直接进口的首批美国车厘子，将由成都空港
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直接入境。

这也是成都全面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推
进自贸区建设的惠民成果之一。家门口买水果
生鲜，海淘零食、化妆品甚至奶粉，未来都将更
加便捷。

美国车厘子直飞成都美国车厘子直飞成都
更新鲜还更便宜

“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运回美国车厘子，
下月初将到美国农场直接采购，航空运输，直
达成都，从水果口岸清关。”进口商成都现代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跟
随美国车厘子回蓉的，还有草莓，价格将比市
场同类产品便宜约30%。

据该负责人介绍，此前，成都进口水果必
须经过沿海口岸报关报检再运抵，最常见的是
从北上广转运到成都，除了时间流程长，价格也
很贵。“比如泰国芒果，传统流程的价格为
35-36元一斤。而我们通过海外直购，再飞机直
接运达成都，薄利批发到市场，一般为20元左
右，经销商卖到市民手里，价格为30元左右。”

进口新鲜水果从双流国际机场直接进口，
可以节约成本，一方面是时间，运输时间短可
以保证水果更新鲜，还能减少损耗。另一方面，
少一个转运环节，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目前，
已经有众多经销商前来洽谈美国车厘子。

车厘子起飞到出关车厘子起飞到出关
也就20多个小时

“从车厘子起飞，到出关，一共只需要20多
个小时。”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成都实行
无纸化申报、无纸化放行，24小时预约通关，

“通关时间很快”。
记者获悉，四川挂牌自贸区后，进一步优

化提升24小时预约通关模式，建立进出口货物
口岸放行时间评价体系。健全与跨境电子商
务、进口特殊商品指定口岸、外贸综合服务发
展相适应的通关管理机制。

事实上，未来获益的不仅是美国车厘子。
成都海关还将支持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展海关、认证认可等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供
应链安全与便利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相关机构在运输安全、环境保护、通关查
验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2017年逐步实施对欧
盟、新加坡等进出口报关单前缀“AEO”的企
业予以通关便利。2017年对符合条件的货物试
点“自主申报、自行缴税”。

建设检验检疫集中查验区建设检验检疫集中查验区
确保农产品鲜活

“自贸区挂牌后，通关更加便利化。”四川
检验检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制定了5个
方面20条支持措施。与市民切身相关的，就是
进口食品“预检快放”贸易便利化。在四川自

贸试验区所在口岸进口的企业，可以对先行
进口的小批量食品实施检验。在进口商自我
承诺的基础上，结合前期检验结果对后期同
批次大批量进口食品实施合格评定检验检疫
管理模式，“预检快放”将大大减少报检、查
验、送样、检测、出证等各环节时间。还可以对
连续检测合格的进口产品实现查验直放。“该
模式将大幅缩短进口食品通关时间，以进口
婴幼儿奶粉为例，通关时间将由一个多月缩
短为10个工作日。”

“为了解决口岸，尤其是双流机场进口指
定口岸查验点过于分散，有限的检验检疫人
员往来于多个查验点，容易造成进口鲜活农
产品在口岸滞留问题，我们制定了口岸集中
查验的便捷措施。”该负责人表示，这是一个
集中查验区，将建成集合各类进境农产品的
综合指定口岸，按照进境各类农产品指定口
岸要求的条件标准建设，人员、设施设备等均
按照标准予以配套，能够有效保障进口鲜活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记者获悉，集中查验区整合了进境鲜活
农产品指定口岸功能，打造进境鲜活农产品
检验检疫公共服务平台，减少了指定口岸配
套设施和功能区域的多次建设、重复建设，
为企业减少了投入成本。同时，检验检疫驻
点集中查验，在集中查验点直接完成开箱检
验检疫、抽样、实验室检测、检疫处理全工作
流程，满足鲜活农产品快速入境的需求，确
保了产品“鲜”“活”，为企业降低进口通关滞
港成本。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人物简介

讲座最后，四川大学与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
举行了沈皛新书《纪录的路》发布活动。在四川文
艺出版社的编辑看来，《纪录的路》是一本既有实
践经验又有理论指导的著作，充满了思辨性。这些
文章，既适合导演、策划、撰稿、摄像师、录音师等
专业人士学习，也适合对纪录片、对中国传统文化
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纪录的路》是沈皛历经十年写作的心得体
悟，是国内纪录片理论行业里，第一本从传统文化
角度反思纪录片创作的著作。据介绍，目前国内的
纪录片行业，学术界只管研究，媒体行业只管实
践，缺少将二者结合的思考。

最终，《纪录的路》收录了沈皛作为一名青年
纪录人无数次行走、思索在纪录这条道上的经历
和心得，包括自己从生活的点滴引发的联想，特别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纪录片拍摄的滋养作用进行
了宣扬和介绍，如儒家思想、佛教思想、禅宗思想、
史学、中国古代哲学（以易经、王阳明为代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结论和经验都适用于当下。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实习记者 方宇
图片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提供

青年才俊纪录片导演沈皛在四川大学开讲——

“传统文化永不过时”
沈皛，男，在读博士，

1987年生，中国传媒大学
青年教师。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
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
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戏剧
家协会会员。央视大型纪
录片《记住乡愁》撰稿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
评论员。

1、独著专著《川剧录
音制作及赏析》，中国剧
协副主席魏明伦先生作
序。该书作为专业教材被
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
馆藏。

2、独著专著《源流—
中西文化论谈》，中国作
协副主席阿来先生作序，
中国作协名誉委员马识
途先生书名题字，被教育
部评选为2015年全国教
育工作者推荐读物。

3、独著专著《纪录的
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主席仲呈祥作序，中国
传媒大学副校长廖祥忠、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
来、国际纪录片评委会主
席孙剑英、中央电视台纪
录片频道副总监周艳联
袂推荐。

4、在《当 代 文 坛》
《新闻界》《中华文化论
坛》等期刊发表论文三
十余篇。

5、2008年北京奥运

会，受聘担任国际奥组委
音响师。

6、2012年伦敦奥运
会，受聘为奥运会主转播
商OBS（Olympic Broad-
casting Services）摄像师，
获国际奥组委颁发的银
质转播勋章。

7、与美国南加州大
学合拍纪录片《舞步》
（Own Steps）

8、策划、撰稿、导演
纪录片《角色》，获得第十
一届四川电视节“金熊
猫”国际大学生最佳人文
类纪录片奖，中国西部新
媒体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奖、最佳导演奖。

9、策划、撰稿、导演
纪录片《木雅，我的木雅》
获中央电视台“活力中
国”纪录片评选社会人物
类优秀作品奖，四川电视
节“金熊猫”国际纪录片
人文类评委会大奖，青海
（世界）山地纪录片节评
委会特别奖，并在中央电
视台十频道、中央电视台
九频道播出。同时，该片
被国务院新闻办和文化
部外联局选中，翻译成八
国语言，作为中国对外形
象宣传片使用。

他是从树德中学毕业的优秀学
子，至今仍是老师心中的骄傲；他的
著作《川剧录音制作及赏析》获得四
川省第七届“巴蜀文艺奖”；他拍摄的
纪录片多次获“金熊猫”纪录片大奖；
他也曾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
音响师，也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官
方摄像师……他就是从四川成都走
出去的青年纪录片导演、中国传媒大
学青年教师沈皛。

5月11日下午，沈皛回到四川大
学开讲啦。川大江安校区艺术学院上
百学子现场聆听了来自沈皛的《“传
统文化+”时代，媒体人的自觉与自
信》讲座。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作为《意见》十六项
国家重点工程中《记住乡愁》《中国传
统建筑的智慧》的撰稿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
员，沈皛结合自己丰富的阅历与深厚
的积淀，从学生们人生事业、职业的
选择讲起，教给了学生们传媒专业由
浅入深的读书“五问法”，比如该读何
书，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书为何，
读书之后。

这位年轻导演现场还结合中国文
化发展大势，提出了“传统文化+”的
核心思想，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出发，回
溯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从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高度，阐述了中华优秀文化
精髓。他说：“传统文化永不过时，只会
以不同面貌出现在不同时代。”

新书聊心得：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许多结论和经验都适用于当下

导演谈文化：传统文化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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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醉美泸州人才新政推
介会在四川省人才之家举行，7个省
级部门，11所高校负责人，高校人才
代表等共计240余人出席了推介会。
据悉，泸州人才新政出台以来，仅一
个月不到，已接到各地高层次人才
咨询3000余次，推介会上，34名人才
现场签约。

在全力保障人才经费的前提
下，泸州大力招贤引才。

一、全面提高人才待遇。凡是到
泸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团队，直接
采用“一团一策”“一企一策”给予扶
持。凡到泸州的高层次人才，将发放
安家补助和岗位激励，安家补助最高
达300万元，岗位激励最高达1万元/
月。柔性引进来泸的人才，待遇可按

“一人一策”“一团一策”方式协商。同
时，设立引才“伯乐奖”，对推荐优秀
人才（团队）来泸的组织或个人，经认
定后最高可获20万元激励。

二、凡符合条件的艺术、教育、卫
生、体育、地勘类人才都可以运用公
开考核招聘政策直接引进。对事业单
位招考无人报考或达不到开考比例
的，启动直接考核招聘。从今年起，每
年遴选不低于50名三农之星进行重
点培养，每人给予2万元的资金资助。
此外，对农业科技创业人员及贫困县
区院长提供相应补助及激励资金。优
秀退休教师、医卫人员、文化体育人
才服务贫困地区的，每人每月发放
3000元生活补助。

三、凡入选“千人计划”等省级
以上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的，按1：1
的比例给予配套资助。凡为泸州培
训输送技能人才的高校、培训机构，
每输送一人有500元的奖励，对评选
为国家级、省级优秀高级技能人才
的分别有1万元、5000元的奖励。

四、鼓励建设院士（专家）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各类
平台5万-100万的资金支持。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125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255，全国
中奖注数6299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

号码：25520，全国中奖注数58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
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7054期开奖号码：2639801，一等
奖0注；二等奖9注，每注奖金4554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2017125
期开奖结果：878，直选45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
选3，603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054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10.25.01.15.06.03.18 ，特
别号码：26。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851469元。其中：复式投注
0注，单注奖金0 ，二等奖16注，单注奖金15204元。奖池累计
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都 今日 晴 16.6℃~32℃ 南风1～3级
明日 小雨 16.7℃~29.6℃ 南风1~3级

今天白天云朵暂不聚拢，继续迎着阳光，最
高气温32℃，今天夜间开始，云朵便开启小聚模
式，到时有阵雨或雷雨降落，并导致东南部局地
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切记减少外出。
周日夜间降雨集中在西部山区，随后白天多云天
气回归，最高气温29℃。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白天阳光继续 夜间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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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车厘子到成都
只需“坐”一趟飞机

下月初，首批直接进口的美国车厘子将直飞成都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成都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成都将坚持做
大经济总量与提升产业层次互促共进，实
现三次产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增强城
市产业支撑力。

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引擎。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
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瞄
准高端市场发展高端服务业，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成都服务”“成都消费”品牌。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健全与
国际接轨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推动
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工业设计
和行业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提档升级。高
水平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做大做强西部金
融机构集聚中心、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金
融后台和服务中心、金融人才聚集中心，吸
引各类金融机构在成都创办和延伸金融服
务，实施经济证券化行动，扩大直接融资规
模，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梯队，培
育壮大上市企业，提升国资证券化水平。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顺应产业和
消费升级大势，促进商贸、文化、教育、娱乐、
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国
际购物天堂、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美
食之都、国际会展名城和国际赛事名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顺应产业跨界融
合趋势，发展研发、设计和营销、结算、物
流等2.5产业。促进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大
力发展分享经济，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城
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数字化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整理

瞄准高端市场
成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成都服务”“成都消费”品牌

酒城人才新政出炉
泸州大力招贤引才聚焦

党代会
报告

●此前//要转站 此前，成都进口水果必须经沿海口岸报关报检再运抵，最常见的是从北上广转运到成都。
●现在//直接送 现在，通过海外直购，再飞机直接运达成都，少一个转运环节，既节约时间又降低了运输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