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秀
现场

周迅、刘雯、刘诗诗、白
百何、陈伟霆……昨日的蓉
城 ，群 星 闪 耀 。在 香 奈 儿
2017/18“古典的现代性”早
春度假系列发布会上，曾经
伫立于巴黎大皇宫曲线长廊
中的“雅典帕特农神殿”和

“波塞冬神庙”在成都复古而
现，随之而来的还有满溢着
金色的整个系列。

此次发布会，是在成都著
名地标东郊记忆内进行的
——这个地方，是由曾经的工
业厂房改建而成的多元文化创
意区。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香
奈儿在这里因地制宜，特别设
计布置的秀场空间，以摩登视
角再现理想中的古希腊。

发布会犹如一部跨越
时空的旅行记录。纯净耀眼
的洁白和基克拉迪群岛上
的艳蓝，毫无保留地呈现于
套装式连衣裙、A字型编织
软呢外套以及采用希腊式
双耳细颈瓶造型的经典套
装。黑色、白色、米色或赤陶
色和金色的垂褶针织上衣、
半身长裙、流动感光线垂褶
阔腿裤及连身裤，进一步丰
富了这部以“古典的现代
性”为题的摩登神话。

在发布会结束后，参加
活动的嘉宾还前往秀场派对
区，欣赏了由著名音乐人和
本地知名说唱组合海尔兄弟
带来的现场演出。

古典又现代
与成都气质
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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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时尚气质不谋而合
当香奈儿大秀遇见成都

150项便民服务、481项政务服务
未来在“市民驿站”就可全办理

昨日下午，我市首次召
开全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现
场推进会，当来自政府各部
门及区市县的上百号参观人
员踏入玉双路一家红旗连锁
时，大家很快被超市内一块
单独辟开的区域所吸引。

这里没有任何货架，而
是沿墙根儿放了几台便民服
务自助终端机。原来，这就
是成华区正试验探索的“市
民驿站”，居民来这里可完
成98项事项的操作，包括综
合政务、税务、金融和生活
服务等。

在众人的注视下，市民
周女士只用几分钟，就把交
通罚单交了。“我家就住隔
壁，确实很方便，不需要排
队，也不用专程跑到交管局
或者工商银行。”不过周女士
也挑了挑“毛病”，“如果条码
不 用 输 入 ，能 扫 描 就 更 好
了。”周女士称，上月她还在
这 里 打 印 过 自 己 的 社 保 证
明，顺便查了查今年的公积
金账户。

这项老百姓家门口的服
务，让不少参观者啧啧赞叹。
在随后的交流发言环节，成
华区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也
作 为 代 表 首 个 上 台 发 言 ，

“‘市民驿站’运行3个月以
来，累计访问量已达到13.14
万人次，累计办理事项3.68万
件次。”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
市民驿站，在整个成华区已
经陆续布设6座，该区已计划
年 底 前 实 现 市 民 驿 站 全 覆
盖，3年内社区全覆盖，未来
将实现150项便民服务、481
项政务服务在自助终端一次
性办结，构建起“5分钟便民
服务圈”。

石柱立在砂砾感的地面上，橄榄树从石头
里生长出来，秀场里的人恍惚之间像是穿越到
了古希腊，神话里的林中仙女正要登台……昨
日，在成都东郊记忆，香奈儿2017/18早春度假
系列发布会正式上演。

作为活跃而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时尚产业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
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培育都市新经济，
时尚产业无疑是都市新经济不可或缺的代表。

而香奈儿在成都的这场大秀，意味着成都
新经济已经向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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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传统精髓的本土文化源于传统精髓的本土文化，，周围山水环周围山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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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与成都结缘香奈儿与成都结缘，，还不得不提到成还不得不提到成
都不断发展的新经济都不断发展的新经济。。作为作为““奢侈品第三奢侈品第三
城城”，”，近年来成都的品牌数量和年销售额近年来成都的品牌数量和年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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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成华区这种“互联网+”
社区便民服务模式，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办事，正是我市开展社区
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中

“服务提升行动”的一大精髓，即依
托商场、超市、便利店等叠加政务服
务功能。

除了参观“市民驿站”，行程路线
中还包括现场观摩另外两个社区各
自的特色，牛沙路社区居民可以免费
学习制作蛋糕的手艺，锦官驿社区家
庭经济困难的居民不必担心孩子放
学无人接，因为这里有社会组织的志
愿者免费代接并辅导作业。

现场参观完毕后，除成华区外，

昨日下午，来自双流区、邛崃市、金牛
区人民北路街道、青羊区草堂街道草
堂路社区等地的代表，还上台进行交
流发言，介绍经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发言中有不
少亮点。如双流区到2020年，将全面完
成103条背街小巷整治和城市社区道
路绿化净化美化，打造精品开放街区
9条，改造提升黄龙溪特色小镇，保护
一批川西林盘。

邛崃市已完成医疗卫生、文体教
育等配套设施提档升级，力争三年内
建成“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还将
投入2.4亿元，完成邛窑遗址公园等

“小游园、微绿地”项目建设。

推进社区发展治理 各有看家招数

三年计划出炉 五大行动提升城市品质

昨日的交流会上，还发放了《成
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
计划》。按照总体目标，到2020年将切
实解决一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及
城市品质提升密切相关的具体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实施
老旧城区改造行动上，到2020年，全
面完成棚户区改造4.68万户697万平
方米、改造88个城中村项目20738户、
改造老旧院落1820个。

在实施背街小巷整治行动上，
要求以中心城区、郊区新城城市建
成区以及国家级和省级重点镇、旅
游场镇为重点，整治背街小巷“乱
象”，切实解决背街小巷“脏乱差”问
题，畅通街区街巷“微循环”，实现街
区留白增绿。

在实施特色街区创建行动上，以

建设小街区规制为目标，从城市空间
尺度上针对社区建筑功能、密度、高
度、体量、色彩建立设计导则，打造特
色乡镇街区，进一步彰显“老成都、蜀
都味、国际范”的独特韵味，打造精品
开放街区200条。

实施社区服务提升行动上，要求
坚持以“服务居民、服务企业”为导
向，创新服务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服
务供给的能力、质量和效率。特别是
实施“互联网+”社区便民服务计划
上，要建设信息服务终端设备和一体
化信息服务站，打造一批示范点。

实施平安社区创建行动上，要求
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共商共建共享，
用新发展理念凝聚城市精神，培育

“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王效

选择
成都

一掷千金，在全球选出一个城市举
办季前系列发布，这一传统由香奈儿开
创。2009年，香奈儿首次将秀场移到中
国市场，先后在上海、北京等举办过发
布会。每每这样的发布会后，全球当年
的时尚潮流基本就确定了。

今年，香奈儿的发布会选择了成
都。在香奈儿看来，传承、创意、手工工
艺是香奈儿创作中的三个特质。其官方
微博曾表示，“这些特质也存在于成都
这座独具一格的城市之中。”

“古典的现代性”——这场复刻秀
的主题，则与以慢生活著称的成都不谋
而合。在此前接受采访时，香奈儿相关
负责人曾表示，成都拥有源于传统精髓
的本土文化，周围山水环绕，景色葱郁
秀美，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具时尚
活力的都市。

香奈儿与成都的缘分，还应该追溯
到更早时期。2014年，香奈儿的西南首
家店铺落户成都IFS，与购物中心同步
开业——香奈儿于1999年进入中国，时
至今日，该品牌在中国仅拥有11间精品
店，分布在全国8个城市，而成都与北
京、上海、广州一起位列其中。

与成都结缘的另一原因，则不得不
提到成都不断发展的新经济。作为“奢
侈品第三城”，近年来成都的品牌数量
和年销售额一直位于全国前列。从国际
一线品牌门店数与品牌入驻数来看，成
都目前位居全国第三——品牌数达到
155个，门店数更是高达200余家。在今
年5月“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

《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成
都的城市商业魅力、商业资源集聚度排
名第一，成为新一线城市之首。

新经济崛起
成都商业魅力
居新一线城市之首

推介
成都

除了明星，2017/
18“古典的现代性”早
春度假系列发布会还
为成都带来了更多“人
气”——除了邀请函上
的图案将品牌图案和
熊猫元素融合，香奈儿
还在网络上发起了一
项名为“#香奈儿在成
都#”的活动，邀请网
友分享心目中和香奈
儿特质契合、值得一游
的成都私藏之地。

这项活动让香奈
儿的大秀成为一场“成
都 推 介 ”—— 网 友

“abj”在微博上留言表
示，记得香奈儿女士与
戏剧的不解之缘，推荐
大家可以来东郊记忆
感受多种创意文化的
碰撞。成都商报记者注
意到，在网络讨论中，
颇具成都特色的知·美
术馆、锦城艺术宫、高
宅、望江公园也多次被
提及。截至11月7日20
点，“#香奈儿在成都
#”微博阅读量达到了
1.7亿，讨论人数超过
176.4万。不少成都市
民表示：欢迎来自世界
各国的朋友，来成都喝
茶、吃火锅、看川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邀网友参与
上亿人次关
注魅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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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玉双路市民驿站内，便民服务自助终端机一字排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