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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文化是城市可持续文化是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先决条件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是构成城市这是构成城市
工作思想工作思想、、制度和关系多样性的制度和关系多样性的
黄金线黄金线。。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城市是全球经济的城市是全球经济的
纽带纽带，，正在形成并塑造全球繁荣的正在形成并塑造全球繁荣的
新经济网络新经济网络。。

成都共识成都共识，，是对城市和文化力是对城市和文化力
量的一种表达量的一种表达，，有助于塑造建立有助于塑造建立

在城市软实力基础之上的新的国在城市软实力基础之上的新的国
际网络际网络。。

我们承诺我们承诺，，城市与城市之间加城市与城市之间加
强沟通强沟通，，协作和了解协作和了解。。本着交流合作本着交流合作
和开放共享的共同目的和开放共享的共同目的，，为推动和为推动和

筑牢投资和贸易发展建立更新筑牢投资和贸易发展建立更新、、更更
持久的文化联系持久的文化联系。。

欢迎大家来到成都欢迎大家来到成都，，感受天府文感受天府文
化化，，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文明。。我们赞赏成都这我们赞赏成都这
座城市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推动座城市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以以

及对城市文化的长远战略规划及对城市文化的长远战略规划。。
我们认识到我们认识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项是一项

重大举措重大举措，，将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创将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创
造新机遇造新机遇。。我们认同人类命运共同我们认同人类命运共同
体体，，而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而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
将为此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将为此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我们郑重发起并践行推动我们郑重发起并践行推动，，促促
进世界城市文化的交流合作进世界城市文化的交流合作，，让文让文
化成为推动全球繁荣的创新力量化成为推动全球繁荣的创新力量。。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

落户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还在
论坛上发布了《“新兴世界城市：用
文化连接世界——‘一带一路’倡议
背景下的世界城市文化交流与对
话”》。报告赞赏了成都主动服务中国
对外开放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在对成都全球化指标和城市软实
力等进行分析后，将成都归类为“具
有开创性的新兴世界城市”。

在当天的论坛上，成都传媒集团
与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签署了《“一带
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
资源优势，共同推动、引入“一带一
路”世界文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促
进国际文化交流，加强文创项目和产
业合作，助力双方产业发展。

论坛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一带一路”建设和自贸区建设框架
下，成都将与世界各城市在文化科
技、时尚设计、艺术音乐、旅游会展、
运动体育、美食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推动天府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互
鉴共荣，共同构建文化良性互动格
局。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钟茜妮

积极响应国家扩大对外开放
战略、抢抓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
重大机遇，以开放文化引领发展，
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天府成
都再次吸引全球目光。

昨日，“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
坛·天府论坛”在成都东郊记忆开幕，
来自全球22个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
员城市和9个“一带一路”沿线重要
节点城市代表，国家有关部委代表，
驻蓉外国领事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国
内外知名文创机构代表、文化名人及
在蓉知名高校代表，共计约500人
济济一堂，共谋“一带一路”建设下的
文化交流合作与开放共享。

展开全球智慧对话
世界文化名城
齐聚天府成都

6月2日，成都召开对外开放大
会，吹响了高水平建设西部国际门户
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的号角。此次举
办“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
坛”，正是成都按照此次大会勾画的
行动路线图，以开放胸怀兼收并蓄、
以开放文化引领发展，发挥文化在扩
大对外开放中的先导和牵引作用。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目前有38个
会员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等,
是世界最顶级的文化智库。世界文
化名城论坛主席、伦敦市副市长贾
斯丁·西蒙斯在为此次论坛发来的
视频贺词中说，“在21世纪，城市的
繁荣和成功离不开文化。文化在‘一
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高速发展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坚固城市与城
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驱动创
新。此次在成都举办的论坛给我们
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探讨文化在‘一
带一路’沿线城市中的积极影响。很
高兴看到众多城市能够来到成都，
齐聚一堂。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可以
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了解、互利合
作与开放交流。”

携手发布《成都共识》
让文化成为

推动全球繁荣的创新力量

在论坛活动中，参会的世界文
化名城携手发布了《2018世界文化
名城论坛·天府论坛成都共识》。

《成都共识》指出，“成都共识，是
对城市和文化力量的一种表达，有助
于塑造建立在城市软实力基础之上
的新的国际网络。”《成都共识》承诺，
城市与城市之间加强沟通，协作和了
解。本着交流合作和开放共享的共同
目的，为推动和筑牢投资和贸易发展
建立更新、更持久的文化联系。

《成都共识》中赞赏成都这座城
市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以及
对城市文化的长远战略规划，并向
全球更多朋友发出邀请，“欢迎大家
来到成都，感受天府文化，了解中华
文明。”

《成都共识》说，“我们认识到‘一
带一路’是一项重大举措，将为世界
城市的发展创造新机遇。我们认同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城市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合作将为此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我们郑重发起并践行推动，促进世界
城市文化的交流合作，让文化成为推
动全球繁荣的创新力量。”

世界文化名城齐聚蓉城 携手发布《成都共识》

成都向全球发邀请：
欢迎来感受天府文化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
资源优势，共同推动、引入

“一带一路”世界文化名城中
心落户成都，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加强文创项目和产业
合作，助力双方产业发展。

我们郑重发起并践行
推动，促进世界城市文化的
交流合作，让文化成为推动
全球繁荣的创新力量。

共识
《2018世界文化名城

论坛·天府论坛成都共识》

合作
《“一带一路”世界文

化名城中心落户成都合
作框架协议》

成都共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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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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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
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
别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
人，并同他们座谈交流。

习近平强调，经济全球化对
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习
近平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共商、共
建、共享，走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之路，不要走封闭僵化、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的回头路，人类是一
个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我们
必须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
将继续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继
续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
口，为国内外企业家投资创业营
造更加宽松有序的环境。

习近平会见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桌峰会外方代表并座谈

“具有开创性的
新兴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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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向世界展示
中国最佳生活方式

公共通风井改成“小阳台”
这个小区的违建有点凶 05

出席论坛的世界城市组织创始人大卫·亚当姆现场自拍 摄影记者 王勤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昨日在成都拉开帷幕，图为主题沙龙“‘一带一路’城市-文化在塑造全球经济版图中的作用” 摄影记者 陶轲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我们对天府文化非常
感兴趣，包括背后的价值以及
所采取的方式等。成都将会给
世界其他城市讲述很多东西，
让我们受益良多。”保罗·欧文
斯说。

保罗·欧文斯是世界文化
名城论坛秘书长。虽然这是他
第一次来到成都，但他和同伴
们已深切感受到成都的温暖
和热情好客。他们相信将会在
成都发现更多“美妙的事情”。

6月20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会见了保罗·欧文
斯等来蓉出席2018世界文化名
城论坛·天府论坛嘉宾代表。

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
化，是成都推动城市发展最深
厚的力量。一开场，范锐平就
通过都江堰水利工程、世界第
一张纸币“交子”、九次大移
民、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科、
三星堆遗址发掘等成都历史

典故和著名事件，给大家讲述
了成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明——这里是中国农耕文
明重要发祥地、世界商业文明
重要贡献者、高度开放包容移
民城市和世界近现代文明进
入中国的重要城市。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成都还将对外开
放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动力。最近，成都召开对外开放
大会，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开放
的政策措施。会见中，范锐平表
示，开放给城市带来生机与活
力，开放与创新相伴而生；只有
开放才能带来合作的机会，才
能在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也
只有更广泛的合作，才能为彼
此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开放的成都，正越来越受
到外籍人士青睐：成都已与34
座城市结为国际友城，17个国
家在蓉设立领事机构，逾7000
名留学生在蓉求学，下转03版

文化为魂开放合作
助力成都创建世界文化名城

范锐平会见出席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嘉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日，我市召开天府锦
城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担当历
史文化保护的政治责任和时
代使命，站高谋远科学规划，
用公园城市理念和街区美学
设计创新城市价值，坚持政府
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
的工作思路，把天府锦城打造
成为成都人“精神家园”，天府
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市委副
书记朱志宏主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
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成都是国务
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两江环抱、三城相
重”的天府锦城，是成都历史格
局和风貌保留较好的文化本
底，是成都人乡愁记忆之所和
天府文化精神家园。

青羊区坚持少拆多改、遵
循商业化逻辑、聚焦高质量发
展、突出宜居度提升，加快天府
锦城规划建设；金牛区通过产
业置换腾退疏解中心城区非核
心功能，逐步避免城市产业空
心化带来的城市衰败……作为

“中优”支撑性项目，天府锦城

规划建设工作去年启动实施以
来，市区联动、部门积极参与，
取得了积极进展。

怎样把天府锦城的建设
与天府文化发展结合起来？怎
样把旅游、文创产业发展与

“ 中 优 ”功 能 改 善 结 合 起
来？……会前，范锐平和几名
分管市领导花了两天半时间，
在中心城区走街串巷蹲点调
研，与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深
入交流。

当日的推进会是市委市
政府第四次听取天府锦城总体
规划汇报。会上，青羊区作了经
验交流发言，12家规划设计单
位汇报了天府锦城总体城市设
计整合方案、锦江绿道示范段
和街区治理策划方案等。大家
围绕交通组织、规划提升、区域
特色打造等建言献策。

“一座城市有别于另一座
城市，它的价值轻重主要衡量
标准就是历史的传承。”听完大
家发言后，范锐平说，成都的杜
甫草堂、武侯祠、王建墓、望江
楼、青羊宫等名胜和文殊坊、大
慈寺、宽窄巷子等街区，就是成
都走向世界的“金名片”，具有重
大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城市
的性质定位、空间布局、战略谋
划影响深远。成都老城的价值
在于，它是成都历史的源头、是
天府文化的起点。 紧转03版

范锐平在天府锦城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主
动担当站高谋远科学规划

秉持公园城市理念
打造天府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

朱志宏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