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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融控股集团驻伦敦代表处揭牌
将推动全球金融科技（成都）峰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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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正在打开新一轮对外开
放机遇。成都市对外开放大会召开
后，两个重磅文件——《关于加快
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设西部对
外交往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
年）》相继出炉，从顶层设计到落
地举措，成都给出系列方案。

这些方案，正在一步步更加落
地。昨日，成都金融控股集团驻伦
敦代表处在伦敦金融城正式揭牌
成立。同时，成都金融控股集团与
BGTA国际加速器、英国创新金融
协会Innovate Finance签署全球金
融科技（成都）峰会合作协议；成都
金融控股集团与BGTA国际加速
器、卡斯商学院签署成都国际金融
科技研发培训中心合作协议。

海外代表处要干啥海外代表处要干啥？？
成都与伦敦金融合作纽带

昨日，成都金融控股集团驻伦
敦代表处在伦敦金融城揭牌成立。

代表处揭牌意味着什么？成都
商报记者获悉，代表处将发挥成都
伦敦两地金融合作桥梁纽带作用。
据介绍，伦敦代表处将协助成都金
融控股集团在英国的宣传推介工
作，提升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海外影
响力，为英国金融机构、金融科技
初创团队来蓉考察投资，中英双方
技术交流、人才培训、产学研合作
等搭建桥梁，引导国际高新技术、
资金及人才向成都金融城聚集，同
时为成都本地企业实施国际化战
略提供支持和协助。

按照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行动计划的部署，2022年成都将建
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国家西部金融中心。成都
金融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
和金融业发展的强大引擎，成都金
融控股集团将重点通过实施境内
外金融组织招引培育、金融载体优
化建设、金融科技创新、金融国际
化促进工程等项目助力西部金融
中心功能增强，实现金融对外开放
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扩大。

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
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峰会永久
性落户成都

借鉴全球领先国际金融中
心伦敦金融城发展经验，成都金
融控股集团与伦敦金融城方面
进行过多次接洽，并与英国剑桥
大学、伦敦大学卡斯商学院等在
联合孵化、在职教育、创业投资
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进一步
推进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高标
准建设工作，发挥金融总部机
构、新金融产业集聚作用，今年，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旗下交子金
融梦工场公司，专门成立国际合
作部门，负责对外开放事宜，推
进集团伦敦代表处成立。

据悉，作为世界经济的荟集
地，伦敦金融城容纳了全球数百家
知名银行和证券交易中心以及30
多万名世界精英。全世界约35%的
外汇交易和70%的国际债券交易
在此完成。将伦敦代表处设于该
处，将有利于合作业务开展、人才
招聘等。

下一步，成都金融控股集团伦
敦代表处将推动全球金融科技峰
会永久性落户成都，自今年起每年
秋季（10-12月）联合成都金融控
股集团在成都共同举办。

还有更多国际合作还有更多国际合作
中英系列金融科技战略合作
协议签订

同时，为促进金融科技领域的
国际交流和跨境投资，成都金融控
股集团与BGTA国际加速器、英国
创新金融协会Innovate Finance签
署全球金融科技（成都）峰会合作
协议，此次战略协议的签订，标志
着中英双方将发挥协同优势，致力
于将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峰会暨
金融科技博览会打造成为国际化、
前沿化、专业化且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金融科技盛会，搭建全球金融科
技创新对话交流平台。

成都金融控股集团与BGTA
国际加速器、卡斯商学院签署成都
国际金融科技研发培训中心合作
协议，三方将共同建设成都金融科
技产业生态圈及高端金融科技人
才培训中心。培训中心将针对政府
机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业
内人士，进行专业化及系统化的培
训，向成都市输送人才，引进海外
专家，促进国际交流。

此外，成都金融控股集团还将
引进BGTA国际加速器入驻交子
金融梦工场·交子金融科技中心，
联合打造国际顶尖的金融科技孵
化器，引进一批高成长性中英金融
科技初创团队，并为其提供国际
化、专业化的创业孵化及加速服
务。同时，成都金融控股集团与
BGTA国际加速器将适时建立中
英金融科技基金，用于孵化及投资
金融科技孵化器中的优秀金融科
技初创团队。

此次系列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订，标志着成都市就金融科技发展
方面与伦敦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为成都市的国际化发展进
程开拓新领域、树立新标杆，推进
成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金融科技高地，成为国家西部金融
中心发展战略的又一驱动力。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在中国生活
他感觉“来对了”

在哈桑小时候的记忆里，只要一
提到中国，他就会想起成龙、李连杰、
李小龙还有功夫电影。哈桑于2011年
高中毕业后，选择来到中国留学。“当
时，我申请了有瑞典、中国、日本和印度
的学校，最后收到了中国和日本的邀
请。我父亲就对我说，去中国吧！”

2011年，哈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
在上海同济大学，他学习了一年的中
文，以及衔接高中的数学、物理和化学
等课程；2012年，哈桑来到重庆邮电大
学读电子自动化专业，他回忆说：“当
时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公式，我明明知
道那些公式，但由于不知道具体的中
文名称，所以我常常会比较懵。”

“我当时没想这么多，来了之后，
发现来对了！”哈桑笑着说，因为中国
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语言
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他很喜欢去不
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可
以学到很多有趣的、传统的中国习俗
和中国文化。

2016年，随着毕业日期的临近，
是留在中国，还是回孟加拉国发展？
这个问题成了哈桑心中的难题。然
而，在回国工作一年后，哈桑却还是
禁不住从孟加拉国又回到了中国。这
一次，他直接飞到了成都。哈桑告诉
记者：“在大四的时候，我就来成都这
边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对成都的印
象比较好，就百度搜索了成都政府部
门的网站，了解到成都对高新区、天
府软件园等新经济的开发，感觉这里

机会比较大，就一直有过来的想法。”

来成都不到1年，就成了“女婿”
他喜欢成都的慢节奏

去年9月，哈桑的飞机降落在双流
国际机场，他第二次来到了成都。哈桑
来到成都没多久，就在10月初，通过网上
的一次聊天，他认识了现在的中国太
太。哈桑笑道：“当时是在网上认识的，她
当时在问怎么备考雅思，我就在下面评
论了，然后慢慢就认识了。”不久前，6月
12日，哈桑和中国太太已经成功登记结
婚。来成都不到1年，哈桑就成了地地道
道的中国女婿，而太太钟女士则是广东
人，在成都工作多年，也是一位“蓉漂”。

哈桑告诉记者，他在上海、重庆都
学习过一年以上；在暑假、寒假的时候，
也在广州、深圳待过一段时间，但是他
还是更喜欢成都！来了成都后，哈桑很
喜欢去周边的乡村和古镇，他说在人少
的地方，自己很喜欢跟那里的人聊天，
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很有趣！

周末的时候，哈桑经常和朋友一
起去徒步、骑行，也很喜欢和朋友在茶
馆里喝茶、聊天，“感觉成都的生活节
奏不是那么快，也比较轻松，工作压力
也没那么大，下午可以喝茶和朋友聊
天，感觉非常巴适。”除了成都的慢节
奏生活，哈桑还非常喜欢吃川菜和成
都的特色小吃，例如：凉皮、口水鸡、冰
粉、糍粑，他的口味已经“半中国化”
了。现在，哈桑已经在成都买了房，和
太太一起定居成都。

钟女士告诉记者：“后来我们商
量结婚的时候，比较了一下我们俩待

过的城市：深圳、广州、重庆、上海和
成都，当时他坚持要在成都。他的原
话是，如果在中国生活，他只喜欢成
都，只待成都。”

高新区、天府软件园，
他喜欢成都的新平台

目前，哈桑在电子科技大学的计算
机专业读研究生，和一个从宁波来的同
学，联合开发了好几个英文网站，“大概
有6、7个的样子，主要是在课余时间开
发。”哈桑告诉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小团
队，他和宁波的同学是固定成员，有时
候也会招募一些临时做设计、做logo的
朋友，一起来做英文网站的开发。

事实上，前年哈桑在了解到成都
对高新区、天府软件园等的开发建设
后，就打算从电子自动化转到计算机专
业，“相对于我待过的其他城市，我觉得
成都这边机会比较大，也是一个全新的
平台，而且计算机专业也能发挥我的特
长。所以，我考到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
生，就直接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哈桑还告诉记者，研究生毕业
后，他将继续留在成都工作，“我们想
自主创业。因为有之前的经验，所以
我们想给一些外贸公司、企业或者有
国外业务的小公司做英文网站，通过
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平台可以帮
助宣传，然后扩大他们在国外的市
场。因为英文网站和中文网站的设计
思路不一样，而且我也更了解国外的
市场，所以我给中国的公司做英文网
站会更有优势一点。”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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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随随
着我国对外开放着我国对外开放
的不断深入的不断深入，，成成
都作为都作为““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沿线的重要沿线的重要
节点城市节点城市，，也吸也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引了越来越多的
外籍人才来学习外籍人才来学习
和工作和工作。。而成都而成都
独特的美食独特的美食、、慢慢
节奏生活和浓郁节奏生活和浓郁
的文化气息的文化气息，，以以
及政府出台的外及政府出台的外
籍 人 才 引 进 政籍 人 才 引 进 政
策策，，也吸引了越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外籍人来越多的外籍人
才爱上成都才爱上成都，，定定
居成都居成都。。

哈桑本名哈桑本名IsIs--
lam Md Hasanlam Md Hasan，，
是一位来自孟加是一位来自孟加
拉 国 的 年 轻 小拉 国 的 年 轻 小
伙伙，，20112011年在上年在上
海同济大学学习海同济大学学习
中文中文，，22012012年在年在
重庆邮电大学读重庆邮电大学读
了 本 科了 本 科 。。去 年去 年 99
月月，，哈桑在家人哈桑在家人
的支持下的支持下，，从孟从孟
加 拉 国 来 到 成加 拉 国 来 到 成
都都，，他看中了成他看中了成
都高新区都高新区、、天府天府
软件园等带来的软件园等带来的
大机遇大机遇。。在成都在成都，，
哈桑不仅得到了哈桑不仅得到了
在电子科技大学在电子科技大学
读 研 深 造 的 机读 研 深 造 的 机
会会，，更是娶了个更是娶了个
中国太太中国太太，，成了成了
地地道道的地地道道的““成成
都女婿都女婿”，”，并打算并打算
定居成都定居成都。。

“如果在中国生活，
我只喜欢成都，只待成都”
孟加拉小伙成“蓉漂女婿”自主创业开发英文网站

成都商报“2018名校直播面对面”高考专场开播
八所高校招生官现场指导填志愿 439万网友线上观看互动

21日，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
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八所学校的招生
相关负责人做客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成都商报教育发布主办的“2018名
校直播面对面”高考专场直播活动，
为广大家长答疑解惑，和家长“面对
面”实时交流，帮助家长和考生提前
深入了解志愿填报相关事宜。

21日的直播共有439万网友在线
观看，并参与了互动交流。如果考生
和家长错过了直播，还可以下载成都
商报客户端，选择“直播”版块，查看
高考相关直播点击回看。

四川大学
今年招生9200人
新增会计学（ACCA）专业

“川大2018年在全国招生总计划
是9200人，在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
招生计划。四川省招生计划2336人。”
四川大学招生就业处马亚静表示。

据悉，川大今年招生新增会计学
（ACCA）专业。该专业除正常学费及住
宿费以外，需另交ACCA专项培训费
7600元/人一年；专业课程全英文讲
授，高考外语成绩未达到满分的80%的
考生需慎重报考，不进行调剂录取。

马亚静表示，川大鼓励学院接受
转专业学生，除个别专业外，对申请
转出学生不设学分绩点和转出比例

限制。她建议考生，对于实行平行志
愿的省份，原则上达到一本线以上都
可以报考川大，具体录取分数可以参
考川大近三年在当地的录取分数。

电子科技大学
今年本科计划招收5010人
全面推行大类招生取消专业级差

“今年计划招收5010人，将全面推
进大类培养，设置了多个实验班，同
时取消了专业级差。”电子科技大学
招生办副主任赵鑫介绍，为给考生增
加录取机会，今年学校调整了学科规
划，进行专业合并，实施全面大类招
生，其中招生大类包括了电子信息类
（信息与通信）、计算机类、航空航天
类、数学类、生物医学工程类、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按大类招生）、软件工
程（按大类招生）等。

此外，今年电子科技大学还成立
了6个新的学院，分别是信息与通信
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材
料与能源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
院、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和物理学
院，也都将分别进行大类招生。

同时，今年电子科技大学在人
才培养上的另一重大调整是设置多
个试验班和实验班，其中最具特色的
包括：电子信息类（“成电英才计划”
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互联网＋”
复合培养实验班、经济管理试验班和
自动化（智能制造实验班）。在志愿填

报方面，赵鑫表示，提前批次考生有
三次填报的机会。

西南交通大学
平行志愿省份进档考生
若服从调剂承诺不退档

西南交通大学招生考试科副科
长吕冬表示：“西南交通大学今年拟
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
生7450人、其中四川省1760名。”在专
业设置上，今年交大有四个专业有所
调整，分别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
子技术方向）和通信工程合并为电子
信息类，广告学和传播学合并为新闻
传播学类；铁道工程和资源勘查工程
两个专业办学地点由峨眉校区更改
为成都校区；工商管理类原所包含的
电子商务取消。

据吕冬介绍，西南交通大学今年
首次在招生章程中明确：实行平行志
愿省份，第一批次本科进档考生，专
业服从调剂、体检合格，学校承诺不
退档。建议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
适当遵循冲、稳、保的原则，尽量避免
6个专业都选择优势专业的情况，以
免在无法满足专业志愿时，被调剂至
其他毫无兴趣的专业。

西南财经大学
全国招生计划总量为3882人

西南财经大学2018年全国招生计

划总量为3882人，四川省招生计划总数
为903人。据了解，2018年西财招生政策
无原则性政策调整，但新增精算学、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两个招生专业。

西财普通本科招生办公室刘伟
亮老师建议，在实行“平行志愿”的情
况下，考生可按照“冲一冲、稳一稳、
保一保”的思路，大胆填报西南财经
大学；考生在报考时务必服从专业调
剂，西财承诺对服从专业调剂，且体
检和政审合格的进档考生不退档；考
生还可以多批次填报西南财经大学，
增加录取几率。

四川农业大学
本科在川招生计划近5800人
新增5个特色专业

“今年川农在川本科招生计划近
5800人，占学校三分之二的招生计划，
为四川考生就读‘211工程’重点大学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四川农业大学
招生就业处处长杜彬介绍，学校现有
3个校区，涵盖农学、理学、工学、经济
学等10大学科门类，本科招生专业91
个，其中农林类专业18个。

学校今年新增5个特色专业，分别
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能源与动力
工程、会计学、行政管理、数字媒体艺
术。“除了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外，其余
都在本一批次进行录取。”杜彬表示，
今年学校对考生报考的专业录取时设
定专业志愿级差，专业志愿级差原则

上为5分，同时参考考生相关科目成
绩，德、智、体、美综合情况择优录取。

西南民族大学
2018年计划招收本科生7003人
预科生458人

“按照招生计划，西南民族大学
2018年计划招收本科生7003人，预科
生458人。”西南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
招生科科长谭雪梅告诉记者。西南民
大坚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
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宗
旨。学校普通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收
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考生，其中少
数民族考生约占招生总数的65％。预
科班只招收少数民族考生。

成都理工大学
今年新增四个专业

据悉，成都理工大学今年本科招
生专业（类）68个，其中普通类本科招
生专业（类）57个，全部在一本批次招
生。成都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陈
国华表示：“今年学校面向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投放本科招生计
划7500名。”

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新增四个专
业，分别是海洋油气工程和网络空间
安全，智能科学与技术在计算机类招
生，环境生态工程在环境科学与工程
类招生。学校实行按专业和按学科大

类相结合的招生模式，有地质学类、
核工程类、电子信息类等十二个招生
大类。学生完成大类基础培养阶段
后，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专业分流。

陈国华表示在今年的招生中，
学校实行“一加到底”的加分政策。学
校认可生源所在省份的加分政策，以
加分后形成的特征分作为录取和专
业安排的依据；实行无专业分差的录
取原则。

四川师范大学
试点按专业类招生、分流培养

四川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潘攀
老师表示，学校在2018级将试点按专
业类招生、分流培养。“这是指在同一
学院内设置的相同专业类下的本科
专业学生中进行分流。”根据学校有
关招生计划及川师学院举办专业的
实际，2018年开展试点工作的学院与
专业包括生物科学类、数学类、电子
信息类和计算机类4个类别。

据潘攀介绍，川师试点按专业类招
生的2018级学生采取“1.5+2.5”的人才
培养模式，实行宽口径培养，即学生在
入学后一年半（即前3个学期）实行按专
业类统一培养，在完成专业类“学科平
台课程”等规定课程的学习后，根据自
身的专业发展目标、兴趣特长、专业分
流综合成绩等进行专业分流，于第四学
期正式进入所分流专业学习。

成都商报记者 李春雨 赵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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