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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市投资促进“百日擂台赛”（第
二季）第四场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竞进赛在都江
堰市举行，活动由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主
办，都江堰市人民政府承办。力宝集团、港中旅
（中国）、航旅融创公司、中石油西南燃气公司、
英国凯格瑞集团、意大利达涅利公司、德国德
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日本三菱化学株式会
社等50余家国内外投资企业的嘉宾代表参
会。成都市青羊区、金牛区、成华区、青白江
区、新都区、双流区、郫都区、都江堰市、彭州
市、大邑县、蒲江县等11个区（市）县举行了现
场签约仪式，共签约24个重大项目，协议金额
294.11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百日擂台赛”昨日在都江堰举行
24个重大项目落户成都

七成收益归业主
武侯区首个
共享停车项目正式投运

“开车十分钟，停车半小时”。停车难，已
经成为当今“城市病”中最难解决的一环。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武侯区委社治委了
解到，晋阳社区首个共享停车项目已经正式
投入运营。

截至目前，晋阳社区已有瑞泰锦城、赫尔森
康复医院、园中苑和会所花园四个点位，近300个
车位正式投入运营，后续每周会有更多点位加
入。车位业主可下载一款名为“支位”的APP-完
善信息完成实名认证-发布车位-实时收益。出
租车位收益所得，所属人得70%，另30%则由平台
和停车场协商分成。

武侯区晋阳社区负责人李含蓉介绍，
“支位”共享停车平台由社区“来吧”双创中
心孵化，利用SaaS软件服务模式整合公共停
车及商业停车资源，依托大数据信用平台，
实现小区之间的车位信息共享，从而实现
预约服务、快速停车、快速找车等功能。共
享停车可以通过定位清楚看到周边的空余
车位，还能直接导航至“共享车位”上，结算
车费也不需要通过物业，可以直接进行手
机支付。

有车位、想在空余时出租，如何申请入驻？
下载支位APP、完善信息完成实名认证、发布
车位信息，就可以得到实时收益。车位前15分
钟内免费，超出时段不同的场地收费有所不
同，以APP显示信息为准。收费标准由开通“共
享停车”点位的小区与业委会共同协商，在不
高于周边其他收费环境的前提下，制定一个统
一的收费标准。

郑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2018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开赛

388名数学才俊
“决战”成都七中

2018年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第
34届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在成
都七中举办，走进校园随处可见四
川元素。

会标主色调为蓝色，七条暗纹贯
穿其中，代表承办方成都市第七中学，
同时也象征大气深邃的文化气质。不
仅如此，会标“CMO”更是蕴藏着众多
的四川元素。字母“C”中镶嵌着金色太
阳神鸟图案，这代表着举办地成都几
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字母

“O”中，一只熊猫宝宝托腮沉思，突出
了熊猫故乡这一重点元素，同时，也象
征着参赛选手专注赛事，在神秘的数
学世界中探寻奥秘，争创佳绩的精神。

如果说“会标”中所体现的四川
元素展示的是一种艺术，那么开幕式
上的节目表演则更多体现了天府文
化和大赛精神的象征，《不忘初心》

《川剧绝活》《麦色由田》等众多节目
精彩上演，现场掌声不断。变脸、喷火
……川剧中的绝活表演更是将整台
演出推向了高潮。

现场，一个个穿着印着会标和成
都七中校徽衣服的熊猫吉祥物人偶
让在座嘉宾直呼：“萌翻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雯
赵雨欣 张瑾 摄影报道

天府之国天府之国
汇万方来客汇万方来客，，林林
荫大道萃国际荫大道萃国际
群英群英。。1111月月1313
日日，，由中国数学由中国数学
奥林匹克委员奥林匹克委员
会主办会主办，，成都市成都市
教育局教育局、、四川省四川省
数学会数学会、、成都七成都七
中中（（成都中学成都中学））
承办的承办的20182018年年
中国数学奥林中国数学奥林
匹克匹克（（第第3434届全届全
国中学生数学国中学生数学
冬令营冬令营））开幕式开幕式
在成都七中林在成都七中林
荫校区音乐厅荫校区音乐厅
举行举行。。

来 自 四来 自 四
川川、、广东广东、、云南云南
等国内等国内3232支代支代
表 队 和 俄 罗表 队 和 俄 罗
斯斯、、新加坡两新加坡两
支国外代表队支国外代表队
388388名数学才名数学才
俊俊，，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知北京大学等知
名学府的招办名学府的招办
老师老师、、教练等教练等
700700余人齐聚余人齐聚
成都成都，，共同见共同见
证 了证 了 20182018 年年
中国数学奥林中国数学奥林
匹克匹克（（第第3434届届
全国中学生数全国中学生数
学冬令营学冬令营））开开
幕式幕式。。

国内最高级别赛事
前60名金牌得主
保送清华北大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简
称CMO，也常被称为全国中学
生数学冬令营。该赛事是中国中
学生最高级别、最具水准的数学
竞赛，这也是该赛事首次在四川
举办。据介绍，该赛事为期5天，
除了报到、开幕式、闭幕式外，考
试将进行两天，每天3个试题，时
长4个半小时，每题21分，总分
126分。

此次赛事将产生约100枚金
牌。其中，成绩排名前60名的金
牌得主将入选国家集训队，通过
后续的集训后，将从中选拔出6
名国家队成员代表中国队出征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简称：
IMO）。不仅如此，成绩排名前60
名的金牌得主还将获得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的保送资格。当然，
要想获得这场赛事的入场券，必
须先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并入选省队后，方可
参赛。

据了解，本届赛事云集了四
川、广东、云南等国内及俄罗斯、
新加坡两个国家的数学才俊。其
中，四川队总共派出19人参赛，成
都七中9人，成都树德中学（即成
都九中）4人、成都七中嘉祥外国
语学校3人、四川省绵阳中学2人、
成都外国语学校1人。

全方位展示别样天府
成都七中发挥名校作为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由中国数学
学会主办，由各省市重点中学轮流承办，

“能有幸承办国内级别最高的赛事不仅
是我们七中的荣耀，也是我们成都教育
界的荣耀，”作为本届赛事的承办方，成
都七中校长易国栋直言，承办赛事将学
校的各项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平
台，“能与众多名校、优秀学子一起交流、
切磋，这对我们创新拔尖人才的培养模
式和各项工作都具有促进作用。”

据介绍，为做好本次数学冬令营赛
事的各项工作，保障赛事圆满进行，学
校从本学期伊始就积极开展了筹备工
作。从校园环境文化改造，文艺节目的
准备与演出、开幕式舞美设计等多方面
进行了突破，将以热诚周到的服务迎接
远道而来的嘉宾。

在易国栋看来，能够获得中国中学
生最高级别、最具水准的数学竞赛的承
办资格，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作为四川
省一所知名学校，在城市飞速的发展
中，我们应该承担起责任，并发挥名校
的作为。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基础上，也
将继续去争取更多的办赛机会，让更多

名校走进四川、走进成都，看到四川的
教育发展，感受别样天府文化。”

谈及对此次赛事成绩的期待，易国
栋表示，期待四川队能够取得优异成绩
的同时，更希望所有学子通过赛事提升
能力素养并收获友谊。

打造“优教成都”
推进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国际化

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学校在每年
学科奥赛中获得全国一等奖的学生占
全省1/3以上。而近几年成绩中，学校五
大学科奥赛战绩斐然，其中，2017年145
人斩获全国一等奖，总数位居全国第
一，13人入选国家集训队，人数位居全
国第二；在国际学科奥林匹克赛中截至
目前，学校斩获12枚金牌，总数位居全
省第一，全国前列。

“有学者来学校交流时，问我五大
学科奥赛是不是学校的特色，他们说得
对，但并不全对。”易国栋表示，“科技创
新教育、学生领导能力的培养等工作同
样是学校的亮点，学校最大的办学特色
就是搭建起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平台，强
化学生的理想信念。”

多年来，从成都七中走出了大批杰出
校友，作为成都乃至四川的一张教育名片，

成都七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坚持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
力打造“优教成都”品牌，深入推进
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国际化，教育
公平和质量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教育综合改
革取得重大进展，率先在中西部基
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太阳神鸟、熊猫进会标
处处体现天府四川元素

11月7日上午，港岛香格里拉
酒店人声鼎沸，数百名香港客商、
业界专家应约而来。无论是嘉宾
人数，还是规格层次，都大大超过
了主办方的预期。2018年“川港澳
合作周·走进香港”首场活动，“共
建川港物流新通道共享合作发展
新机遇-四川构建陆海联运通道
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推介会”
在这里举行。

过去的一周，再次借助“川港
澳合作周”，成都向世界分享着发
展机遇——从“新门户”到“新经
济”，蓉港澳深化合作开启了新篇
章。一张张精美而专业的航线布
局图，一组组潜力无限的经贸大
数据……推介会上，在场嘉宾“怦
然心动”：从成都出发有111条国
际（地区）航线；从成都出发的“蓉
欧+”国际班列覆盖了22个海外城
市、14个国内城市。大家看到了一
个以成都为枢纽的国际门户枢纽
通道，串联起西部12省（区市）广

袤腹地和泛欧泛亚广阔市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说，“随着‘一带一路’下各项基建
的推进，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往
来增多，带动物流的需求，将为香
港和四川业界带来无限机遇。两地
企业可以携手拓展新市场，带动物
流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升级。”

推介结束后，冠宇运通（香
港）有限公司与成都方面现场签
约。公司总裁储康宁说，成都一直
就是四川乃至中国西部重要的战
略交通枢纽。这两年，“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青白江国际铁路港更
是贯通欧亚，构建起了3D立体运
输通道，未来辐射能力无法想象。

“新门户”话音刚落，成都“新
经济”又激起了共鸣。当天下午，维
港之滨，围绕共建新生态、发展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推介会，吸引了近
300位香港政、商、学界嘉宾参加。

致力于打造“中国最适宜新
经济成长的城市”，会上成都更以

“三个期待”发出诚挚邀请——期
待香港企业家来蓉建立研发中
心、分支机构、西部总部基地，将
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优先布局
成都；期待香港投资机构推动蓉
港金融机构在跨境投融资、科技
金融领域深度合作，发掘培育更
多“独角兽”企业；期待香港创业
者投身成都新经济发展大潮，投
资投智投希望、创新创业创未来，
用远见和智慧借成功之都福地，
圆人生事业梦想。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CEO
汤继强认为，“东方之珠”与“天府之
国”的碰撞，折射出的是新时代成都
对外开放的新形象、成都共享发展
机遇的新作为、成都走向世界的新
姿态。比如，蓉港政府、协会和企业
间就南向通道、航空中转联运、供应
链枢纽等诸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
将有力促进中国两大国际门户枢纽
携手落实国家开放战略布局，为深
化川港物流合作搭建高位平台。

紫荆芙蓉相辉映紫荆芙蓉相辉映，，香香
江锦水共长流江锦水共长流。。

1111月月 55日至日至 1010日日，，
20182018年年““川港澳合作周川港澳合作周””
在香港和澳门举行在香港和澳门举行。。继去继去
年金融年金融、、文创推介后文创推介后，，成成
都此行重点推介了西部都此行重点推介了西部
国际门户枢纽建设和新国际门户枢纽建设和新
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并发布了并发布了《《成成
都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发都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发
展报告展报告》，》，签订了项目投签订了项目投
资协议资协议33个个、、战略合作协战略合作协
议议88个个。。

一时间一时间，“，“新门户新门户””与与
““新经济新经济”，”，成为了各界热成为了各界热
议的成都议的成都““新释条新释条”。”。

这是一次深化合作这是一次深化合作、、
互 利 共 赢 的互 利 共 赢 的““ 务 实 之务 实 之
旅旅””———树立全球思维—树立全球思维、、
增强开放意识增强开放意识，，精准对精准对
接接、、优势互补优势互补，，让港澳成让港澳成
为成都企业为成都企业、、产业融入全产业融入全
球经济体系的球经济体系的““跳板跳板”，”，推推
动成都成为港澳资本动成都成为港澳资本、、优优
势资源进入中国西部和势资源进入中国西部和
泛欧泛亚的泛欧泛亚的““支点支点”。”。

这更是一次融入国这更是一次融入国
家战略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的““担当之旅担当之旅””———把握—把握
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时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时
代机遇代机遇，，主动肩负主动肩负““主干主干””
责任责任，，学习借鉴港澳地区学习借鉴港澳地区
先进经验先进经验，，建设内陆开放建设内陆开放
经济高地经济高地，，更好地服务全更好地服务全
川川、、服务西部服务西部、、服务全国服务全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主题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人的使命。。挟大开放风起挟大开放风起
潮涌之势潮涌之势，，乘川港澳合作乘川港澳合作
浩荡东风浩荡东风，，成都成都““拼船出拼船出
海海””拥抱世界拥抱世界，，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再出发……再出发……

“川港澳合作周”，成都收获了什么？
携手港澳“拼船出海”勇立潮头逐梦前行

刚刚落地成都，袁帅手机
就成了港澳“热线”。作为顾连
医 疗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联 席 执 行
长，袁帅也是此次“川港澳合作

周”的参会嘉宾。回成都后，他
立即找到了成都一所高校，对
全公司员工开展了一次专业化
的培训。

为何要这样马不停蹄？原
来，公司在“川港澳合作周”签约
的项目即将落地，需要大量的专
业人才。

参会“川港澳合作周”，香港物流商
会主席钟鸿兴带来厚厚一摞名片。不
过，他很快发现，带少了。活动结束后，
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香港物流企业询问
如何“去成都”，成都企业则力邀他来成
都看看。

事实上，过去一年，钟鸿兴利用休假
机会“悄悄”潜入成都，多次前往青白江国
际铁路港“私下”考察，对成都的发展印象
深刻，“基建都有了，而且四川有很多资
源，相信未来两地物流合作会更多。”

在钟鸿兴看来，这是蓉港合作的历
史机遇。

从历史维度看，蓉港合作情缘已
久。香港是成都外资来源的第一大地
区。截至今年10月，成都共批准港商投
资企业3099家，占全市外资企业数的
38.05%，实际利用外资510.13亿美元，其
中外商直接投资（FDI）193.74亿美元，占
全市外商直接投资的60.05%

截至目前，在蓉投资的香港世界
500强企业有5家。IFS、太古里、南城都
汇、兰桂坊等在成都耳熟能详的项目都
是由香港企业投资。此外，双方还有众
多科技、文化合作。

“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的时代，这是
一个合作共赢的时代。”放眼未来，钟鸿
兴说，与香港崛起一样，成都面临崭新
历史机遇。

成都还有更多机遇叠加——自贸
区已经挂牌，开放型经济正如火如荼；
新经济方兴未艾，各类科技在成都落
地、生根、开花。双方合作，可以实现金

融、科技、文化、人才等方方面面互利。
香港可以为成都新经济发展提供所需
的投融资及专业服务支援、技术和相关
设备的支持，加强国际交流，促进成都
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成都成熟的
配套体系和区位优势，能够有力推动香
港的先进技术向内地转移和产业化，扩
大香港市场，降低企业成本。

机遇已至，成都如何在中国经济的
大海上勇立潮头？

从南丝绸之路起点出发，成都一路
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在开放之路上从
未动摇。而今天的成都，更用狠抓落实
作为主动担当的生动注脚，进一步坚定
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成都新年第一会，就选择了抓
落实，也将今年确定为成都“全面落实
年”。港澳归来，代表们直言，来不得半
点放松，更要狠抓落实，尤其是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抓好西部地区陆海大通道
建设。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
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在香
港，《狮子山下》是经典歌曲。而唱好“天
府之国”的“落实之歌”，坚持勤奋拼搏、
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才能给成都这座
千年古都带来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带来持久的繁荣兴盛。

“川港澳合作周”结束了，但一切才
刚刚开始。

站在时代的“风口”，这一次，是成
都。“川港澳合作周”报道组记者 叶燕

一个个项目签约、一份份协议落地
……蓉港澳搭起了合作共赢的新平台。
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此行感触最深、
收获最大的，还是港澳地区先进的发展
经验。

轮船鱼贯而入，集装箱鳞次栉比，
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世界商品，楼宇里顶
尖专业的服务机构……考察之行，港澳
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给来自成都的代
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香港的经济崛起，离不开其背靠内
陆腹地的地理优势，更与中国改革开放
进程息息相关。袁帅说：“‘一带一路’建
设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新时代的
成都正从内陆腹地变成了开放前沿，这
就是机遇。香港的今天，也让我们看到
了‘开放成都’的明天。”

香港的专业化服务也让来自成都

的代表们点赞。活动期间，大家还考察
了香港国际机场。同样只有两条跑道，
这里却成为了世界最繁忙的航空港之
一，客运量位居全球第五位，货运量多
年高居全球首位。相比之下，成都双流
机场的管理运营服务的专业水平就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

“川港澳合作周”还引起了许多
成都创业者的高度关注，徐放就是其
中一员。作为成都瑞小博科技有限公
司CEO ，他认为，香港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经验值得借鉴，那就是绿色发
展。“香港寸土寸金，但对于生态保护
的立法格外严格，这对于当前正在着
力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成都来
说，是最应坚持的。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香港就是最好的例证，成都
也值得期待。”

不仅是“合作之旅”，更是“取经之道”

从“新门户”到“新经济”，蓉港澳合作开启新格局A
展望未来机遇无限，勇立潮头唱好“落实之歌”C四川构建陆海联运通道打造西部国际门户枢纽推介会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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