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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各路潮人的
时尚朝圣之地，以古蜀
文化做里，以现代设计
为表，成都被誉为“中
国时尚第三城”。厚重
的文化积淀和扎实的
产业基础，为时尚产业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里是“中国家纺名
城”、“中国休闲服装名
城”、“中国女鞋之都”。
“新时尚之都”的标签，
背后折射的是城市的经
济升级之路。

坐落于成都双流西
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的
“成都新能源产业国家
高技术产业基地”和“成
都国家新能源装备高新
技术产业化基地”，标
明成都市在新能源产
业上具备良好的科研
基础和产业优势，将进
一步促进成都市新能
源领域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带动关键技
术、新能源材料等相关
高技术产业发展。根据
规划，成都市重点推进
太阳能、核能、风能、新
能源汽车和半导体照明
等新能源产业发展。

评选活动的第四
天，我们推荐的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
（产品）是：雷迪波尔服
饰、通威太阳能。

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8月7日登陆成都

在新能源方面，通威集团已成为拥有
从上游高纯晶硅生产、高效太阳能电池片
生产到终端光伏电站建设的垂直一体化光
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链条。

在产业链上游，通威旗下永祥股份2万
吨高纯晶硅产能，位列全国前三，质量全国
一流，各类消耗水平和成本全国领先。2017
年，永祥股份位于乐山、包头的两个年产5万
吨高纯晶硅及配套新能源项目相继启动，全
部建成后产能将达到12万吨，跃升全球第一
集团，产品达到电子级晶硅标准，真正实现
高纯晶硅“中国制造”，替代进口产品。

在产业链中游，通威太阳能已实现总
计6GW的电池片产能，电池片品质达到行

业一流、中国第一，成本实现行业领先，各
项技术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2017年9
月，通威太阳能世界首条工业4.0高效电池
片生产线正式投产。同年11月又分别在合
肥、成都两地启动了两个共计20GW高效电
池片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产能将超过
30GW，进一步夯实全球最大、最具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太阳能电池片生产企业地位。

在产业链终端，通威发展分布式光伏，
与现代渔业相结合，于全球首创“渔光一
体”发展模式。

通威太阳能2015年11月落户成都市双流
区。一期1GW电池项目，仅用7个月建成投产，
创造了“成都速度”、“四川速度”。二期2GW电
池项目在产能规模、工程量翻番的情况下，同

样仅用7个月建成投产，并再次刷新“成都速
度”、“四川速度”。三期3.2GW项目2017年11月
18日启动建设，将于2018年11月竣工。三期投
产后，通威太阳能成都基地将形成年产
6.2GW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产能规模。截至
2018年6月，通威太阳能已实现连续45个月
持续盈利，新项目投产后公司市场份额将达
到全球市场10%左右，通威太阳能成都基地
将成为全球光伏行业智能化程度最高、建设
速度最快、产能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光
伏电池生产基地，将打造形成成都市“智能
制造”样板工程，实现清洁能源“成都造”。

除了今日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产品），
成都商报社诚邀广大读者推荐自己心目中
的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产品）。

品牌节期间，由成都市
商务委、成都市旅游局主办，
成都商报社承办的十大“最
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
（产品）”评选活动，作为“消
夏耍成都”2018成都夏季旅
游购物美食节活动的子活
动，已经火热启动。

评选活动旨在向大众推
荐那些本地公认的、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产
品）。其中涉及高新科技产
品、文创产品、快消产品、生
活用品、农副产品五大类。

市民可通过关注“成都
商报财经发布”微信公众号，
在后台留言推荐你心目中最
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
（产品）。推荐结束后，将开启

投票环节，大众网络投票将
占比60%，由成都市商务委、
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商报社
共同组成的专家评审团投票
将占比40%。最终，十大“最
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
（产品）”评选结果将由大众
投票结果与专家投票结果综
合评定而成。

7月28日到8月31日，成都
开启“消夏耍成都”夏季旅游主
题活动、购物主题活动和美食
主题活动，成都旅游、零售、餐
饮、汽车、“成都造”五大行业上
千家企业，联合多个行业领域，
跨界联动，邀请全球游客到天
府之国消夏，体验美食成都、人
文成都、科技成都、时尚成都。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雷迪波尔服饰、通威太阳能
成都的时尚与智造

当“国际化”对于大多数服装品牌而言，
还停留在未来展望阶段时，雷迪波尔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已经成为了国际化运营与全球
市场的时尚多品牌运营商——运营Raidy
Boer（雷迪波尔）、GHILARO（古劳）、Fer-
rante（费兰特）三大国际化品牌；建立了意大
利、中国两大研发中心；自2006年起每年两
次参展国际顶尖服装会展“PITTI IM-
MAGINE UOMO”；销售网络覆盖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地区20多个省

市拥有近600家商场专柜及专卖店……
雷迪波尔于2001年在成都开始创建，

雷迪波尔设计师史海龙说：我觉得成都是
一座很时尚的城市，并不亚于北京上海广
州，能接触到最一线的消费者。

雷迪波尔是由国际团队包装、打造的
国际化品牌，在中国、意大利、法国、德国、
黎巴嫩等16个国家注册商标。现今在意大
利、俄罗斯、瑞典、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
等2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雷迪波尔的商业

流程是由在布雷西亚大区代森扎诺的意大
利设计师和中国的研发团队完成设计，经
过严格选择中国沿海的专业优秀的代工企
业制造，由中国成都的品牌运营管理团队
从事全球营销。

雷迪波尔副总裁卢山指出，“我们做的
是有设计风格，能够把男士打扮漂亮的服
装。”雷迪波尔的产品销往全球30多个国家，
对此，卢山特别强调，“我们不是贴牌出口，
我们是用自己的品牌雷迪波尔在出口。”

雷迪波尔服饰 /“衣”表人才的成都本土国际化企业

通威太阳能 / 高纯晶硅“中国制造”，清洁能源“成都造”

88月月77日至日至99日日，，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将在四川第十二届中国品牌节将在四川
成都隆重召开成都隆重召开。。本届品牌节首次落地成都本届品牌节首次落地成都，，将为成将为成
都的品牌建设和发展增添新活力与新智慧都的品牌建设和发展增添新活力与新智慧。。届时届时，，
国内外政商要人国内外政商要人、、品牌泰斗品牌泰斗、、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公关媒体代公关媒体代
表表，，以及来自全国各界的企业家代表等以及来自全国各界的企业家代表等20002000余人将余人将
一同参加一同参加88月月88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日上午举行的大会开幕式。。

作为作为““消夏耍成都消夏耍成都””20182018成都夏季旅游购物美成都夏季旅游购物美
食节活动的子活动食节活动的子活动，，由成都市商务委由成都市商务委、、成都市旅游成都市旅游
局主办局主办，，成都商报社承办的十大成都商报社承办的十大““最受消费者喜爱最受消费者喜爱
的成都造品牌的成都造品牌（（产品产品）”）”评选活动已经火热启动评选活动已经火热启动。。助助
力品牌节力品牌节，，市民可通过关注市民可通过关注““成都商报财经发布成都商报财经发布””微微
信公众号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推荐你心目中的最受消费者在后台留言推荐你心目中的最受消费者
喜爱的成都造品牌喜爱的成都造品牌（（产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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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简会议方面，通知明确了
要严格会议统筹审批，形成省委省
政府年度会议计划，实行会议限
额，减少会议频次，改进会议方式，
实行会议备案。

会议限额多少？通知明确，以
省直各部门名义召开的本系统全
省性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省级议
事协调机构召开总结部署会议每
年不超过1次，适当减少例行会议
次数，确需经常调度部署的，原则
上每年不超过8次。

通知还明确，每年5月至9月，

除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精
神和需作全局性工作部署外，原则
上不以省委或省政府名义召开全
省性大会，以减少会议频次。

会议方式也将进一步改进：能
小范围开的不扩大规模，能通过视
频会议开的不集中开，能一次性开
的不层层开，能只请分管省领导参
加的不请其他省领导参加，能只请
市（州）、省直部门分管领导参加的
不请主要领导参加，切实减少陪会
和提高参会规格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本届中国品牌节以“定
力与奋进”为主题，由品牌联
盟主办，成都市博览局支持。
大会为期三天，将同期举办
开幕式、主论坛、颁奖盛典、
政府研讨会、专项座谈会、成
都品牌之旅、专家坐诊等数
十场主题活动，将汇聚来自
高校研究院及品牌智库等多
位权威专家，为成都本土企
业发展问诊献策。

在品牌节期间，平行分论
坛将举办近20场主题论坛，重
点涉及新经济与独角兽品牌、
电子信息产业、新生活服务
业、成都文化创意品牌等行业
领域话题。跨行业、多维度的
主题活动内容，势将为参会嘉
宾带来一场有思想有品质有
收获的饕餮盛宴。

中国品牌节因其采用奥
运会的办会模式，即以主办方

负责主会场活动，支持鼓励各
相关行业举行平行分论坛的
模式，被称为“中国品牌界的
奥运会”。据成都市博览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成都正大力实
施品牌强市发展战略，努力扩
大“成都制造”“成都创造”“成
都服务”的影响力，加快建设

“品质成都”，打造成都品牌城
市新名片。这项发展战略正好
契合中国品牌节的使命。

为更多企业品牌赋能，
为城市发展品牌赋能，将成
为本届品牌节的重要目标。
主办方表示，本届品牌节将
聚焦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着
力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
的时代风尚，鼓励中国品牌
树立全球视野，探索新经济
发展与新动能培育，为“创业
成都、活力成都、品质成都”
建设注入新生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四川发文要求精简文件会议

开会次数要限额了
能视频会议的不集中开

实行会议限
额，能通过视频会
议的不集中开，能
一次性开的不层
层开……

近日，四川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下发通知，
要求四川各市
（州）党委和人民
政府、省直各部门
严格精简文件会
议——实行会议
限额，减少会议频
次，改进会议方
式，并严格精简文
件，确保省委、省
政府及两办发文
数量在2017年基
础上同比下降，坚
决纠正简单以文
件落实文件、以会
议贯彻会议等只
重痕迹不问失效
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

通知明确，四川省各市（州）党
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要科学
制定并严格执行年度发文计划，严
控临时性发文。对未列入发文计划
的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确
需发文的，起草前需征得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同意，并按照“一
文一报”原则向省委、省政府报批。

此外，对于没有要求制发配套
文件且已发至县级或公开发布的中
央文件，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
省直各部门原则上不再发文；对于省

委、省政府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
部门一般不再印发分工方案，要根据
职能职责主动认领任务、抓好落实。

通知还明确，省委办公厅和省
政府办公厅要加强发文必要性把
关，确保省委、省政府及两办发文
数量在2017年基础上同比下降。同
时对上位文件未明确要求制发配
套文件的，省直部门、省级议事协
调机构办公室检查考核中不得将
是否制定贯彻文件作为检查考核
手段或加减分依据。

精简文件 制定并执行年度发文计划

精简会议 实行会议限额，减少会议频次

熊熊的火把燃起来，欢快的舞蹈跳起来，大
家围着火堆尽情地狂欢……8月5日晚，2018中
国·西昌凉山彝族火把节开幕，其中最令人关注
的火把狂欢在西昌洛古波乡、四合乡、大箐乡
同时举行，共有超过31万人参与了火把狂欢。

晚上8点，西昌火把节活动中最令人期待
的原生态火把狂欢：“星落人间·火舞彝寨”、

“清凉夏日·邛池流星”、“永不落幕的火把节”
分别在西昌洛古波乡、大箐乡、四合乡举行，
夜幕降临，音乐响起，欢乐的人群点燃手中
的火把加入狂欢队伍，围着篝火跳起欢快的
达体舞，尽情体验火把狂欢的独特魅力。

在四合乡狂欢现场，在毕摩祈福及点火
仪式后，火把广场中间的大型火堆被点燃，
紧接着，音乐声响起，游客围着火堆跳起达
体舞，点燃手中的火把游行。与此同时，火把
广场对面山上，1000余名村民点亮火把挥
舞，形成一条条延绵的“火线”，好似满天繁
星散落人间，场面十分壮观。

精彩的彝族歌舞、神秘的毕摩表演、熊
熊燃烧的火把，点燃了众人的激情。据西昌
市有关部门统计，5日晚，共有超过31万人次
参与了火把狂欢。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 刘海韵

西昌火把节开幕
31万人“玩火”狂欢

凉山火把节

几十场主题活动与论坛
为本土企业发展问诊献策

评选十大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成都造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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