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雨后成都天空极为通透，在夕阳的衬托下，雪山亮
相天际线。这几天来，成都的天气如同坐过山车般变幻莫测：先是8
日晚大风突起，随后9日却迎来蓝天下的雪山不期而至；正当我
们脱下长衣迎接盛夏时，10日的降温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而到
10日傍晚，成都又迎来了令人惊艳的晚霞。

部分知名音乐企业代表和嘉宾探访市规划馆

“建设音乐之都，我看到了底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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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美奖得主艾美奖得主：：
期待成都和它的音乐茁壮成长

“这座美丽的城市竟拥有几千年
的历史，这真是令我惊讶。”曾获得艾
美奖的音乐人皮埃斯·弗莱隆感慨道。

他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
姆市，那里是有着流行、爵士、蓝调音
乐等深厚传统的音乐城市。除了音乐
人，弗莱隆还是一位导演、制片人，他
与别人共同创立并出演的PBS网剧曾

获得艾美奖。这是他首次来到中国。
弗莱隆表示，成都和这里的音乐

对于自己还是完全陌生的，但音乐之
都城市大会的意义就在于此：把来自
世界各地的热爱音乐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一道探讨音乐的重要性，“我期待
成都和它的音乐继续茁壮成长，这对
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大有裨益。”

音乐之都城市大会联合创始人
马丁·埃尔伯恩在观看完成都介绍影
片后也表示，他从中看到了成都建设

音乐之都的底气和信心。

丹佛城市艺术场馆项目负责人丹佛城市艺术场馆项目负责人：：
成都音乐之都建设拥有明确目标

丽莎·格达加斯·琼斯是美国丹
佛城市艺术场馆项目负责人。她负责
落实丹佛的音乐战略，推动对艺术和
文化街区的发展、研究、政策、扶持以
及资金支持。她告诉记者，这次来到
中国想学习成都在建设音乐之都、组
织音乐之都城市大会上的经验。

琼斯表示很荣幸丹佛正与成都
一起走在建设音乐之都的路上。在音
乐之都的建设上，成都拥有悠久丰富
的音乐史积淀，“与丹佛相比，成都有
更加深厚的文化背景、更悠久的历
史。成都的音乐之都建设拥有明确的
目标，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

荷兰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主任荷兰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主任：：
夜间经济将创造更多价值

“我原本知道一些中国的远大志

向，但当我看到规划馆里成都的历史
与对未来的展望时，才体会到成都人
的雄心壮志，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
印象。”荷兰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主
任梅林·普尔曼告诉记者。

普尔曼从16岁左右开始组织音
乐会，后来还组织过世界巡回演出。
2018年，普尔曼被选为荷兰夜间经济
活动委员会主任。他表示，夜间经济
和音乐之都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因为大多数的音乐活动都发生在
夜里。“我曾有一家俱乐部，从半夜12
点一直经营到早上。俱乐部为很多人
提供了工作机会，也让很多人享受了
音乐。直接点说，夜生活对于刺激经
济非常重要。”

普尔曼认为，夜间经济是一种新
经济形式，一方面，有人在尽情享受夜
生活，另一方面，需要很多人来保障他
们的安全、为他们提供服务。这里面就
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在他看来，政府应
该认识到夜间经济的价值，看到夜生
活的潜力，让创造经济价值的新创意、
点子更容易迸发、被创造出来。

1.4亿元
用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成都，一直以来被冠以“一座因
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称号，数不
清有多少文人墨客溯江而上，“拜水
都江堰 问道青城山”，那么成都的饮
用水环境如何？

“目前，成都共有110个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去年经监测，全市县

城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为 100%，乡镇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为99.88%。

为了让市民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成都建立了激励补偿机制，组织市级
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考核，并结合日常
检查监督情况，对中心城区饮用水水
源地所在区（市）人民政府责任落实情
况进行考核、评分，激励资金分配结果
经政府同意，分别给予郫都区6975.35
万元，都江堰市 3729.6 万元，金牛区

410.6万元，成华区19.65万元，彭州市
478.5万元的激励补偿，“今年计划将
激励资金提高到1.4亿元。”

“四张网”
建成22个水质监测站

沿着徐堰河顺流而下，河水清澈
碧绿，两岸被一道“绿网”所围。“在人
活动比较频繁的河道两边，我们都设
立了这样的隔离防护设施，主要作用
就是拦截污染物下河。”在记者的采
访中，郫都区生态环境局水环境管理
科陈帆对此深有感触，曾经发生过周
边居民下河洗衣等影响水源地水质
的行为，但自从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以来，此类现象
几乎已经杜绝。

记者了解到，成都实施饮用水水
源地水域封闭管理，目前市级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已建成全封闭隔离网110
公里，市自来水六、七厂一级、二级保
护区和部分准保护区水域全封闭隔
离，市二、五厂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水域全封闭隔离，22个县城饮用水

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水域全封闭隔离。
如何监控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

水质安全？成都已建成了110公里的
封闭隔离网、22个水质在线自动监测
站、181 套视频监控设备和网格化巡
查队伍等“四张网”，实现人防与技防
相结合。“目前，我们已经建设了全流
域水质预警自动监测站。”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都
江堰市黎明村开始，沿徐堰河、柏条
河至市二、五水厂取水口，市级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在线自动站密布，通过
布设的监测点位，各条河流出境段的
水源保护情况就可以即时尽收眼底。

二级保护区内
星级农家乐逐步关闭

为着力解决成都饮用水水源地
突出环境问题，保障饮水安全，让人
民群众喝上干净水、放心水，成都市
印发了《成都市打好饮用水水源地问
题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今年将主要是开展饮用水水源
环境问题整治攻坚。”成都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以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为重点，
全面再排查整治保护区内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排污口以及违法违规活
动，发现一处清理一处。按照计划，
2019年底前，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完成环境问题整改，2020年将全市
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督查督办，巩固提升整
改效果，防止问题反弹。

饮用水水源环境问题整治如何才
算达标？记者了解到，在《成都市打好饮
用水水源地问题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中明确了市级相关部门的职责，对于整
治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其中，对于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口明确应拆除
或关闭，逾期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将
限期拆除或关闭原排口。该项工作将由
成都市文广旅局负责，督促区（市）县政
府应当依法关闭或拆除二级保护区内
的星级农家乐。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今日（4月11日），第八届音乐之都
城市大会（“音城会”）将在成都正式开
幕。这是“音城会”首次来华举办，也是
大会创办以来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
高的一次盛会。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副市
长、意大利热那亚市长特别代表、英国
上议院音乐社会调查委员会主席、世界
合唱比赛组委会代表等重要国际嘉宾
将出席大会。

4月10日，来蓉参加“音城会”的部
分知名音乐企业代表和音乐艺术嘉宾
探访了成都市规划馆，近距离感受了这
座千年古城蓬勃的发展动力和建设世
界文化名城、国际音乐之都的决心。

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今年拟安排饮用水水源激励金1.4亿元

“你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保护饮
用水水源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
“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命健康”——每
个走进郫都区新民场镇的人，沿途都
会看到类似不断闪现在村道两旁的蓝
色标识牌，提示着成都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地核心区就在眼前。

这样的饮用水水源地标识牌，全
市共有2266个。为了守护饮用水水源
地安全线，成都开展保护区规范建设，
已建成了110公里的封闭隔离网、22
个水质在线自动监测站、181套视频
监控设备和网格化巡查队伍等“四张
网”，实现人防与技防相结合。据透露，
让市民喝上放心水,今年成都将重点
开展饮用水水源环境问题整治攻坚,
以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为重点，全面再排查整治保护区内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排污口以及违法违
规活动。

远处的雪山伴随着天边梦
幻云彩，晚霞绚丽动人。昨天傍
晚，你有没有被成都的晚霞所惊
艳？在朋友圈里再次刷屏的成都
晚霞，与成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息息相关。

据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
《2019年1—3月各市（州）环境空
气质量通报》显示，成都市可吸入
颗粒物（PM10）浓度较2018年同
比下降12.9%、细颗粒物（PM2.5）

下降15.5%，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明显。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的
数据，今年一季度共获得69个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优良天数比
例攀升至 76.7%，创下了自 2013
年新的《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实施
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负责
人刘智认为，由于受良好气象条
件影响，成都今年以来的环境空
气 质 量 总 体 较 好 ，优 良 天 和

PM2.5 浓度均为 2013 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好水平，但是按照今年
一季度的全国 168 个城市排名
（以综合指数排名），成都市目前
还排在第 72 名。“虽然进步明
显，但是差距仍然较大，必须进
一步抓好重点行业领域治污减
排、‘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和城
市精细化管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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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音城会”首次来华举办
“音城会”作为全球最具创新

性和影响力的音乐类国际会议，是
全球各音乐城市每年共商共聚的
高规格、专业性平台，由世界领先
的音乐产业发展机构英国声音外
交公司（Sound Diplomacy）创办，曾
先后于2015年英国布莱顿，美国华
盛顿；2016 年英国布莱顿；2017 年
德国柏林，美国孟菲斯；2018 年澳
大利亚墨尔本、美国拉斐叶举办过
7届，共吸引40多个国家、240多座
城市、1600余名代表参加。

第八届音乐之都城市大会
（“音城会”）将于4月10日至4月13
日在成都市举办，这是“音城会”首
次来华举办，也是四川提出发展音
乐产业，成都提出建设世界文化名
城、打造国际音乐之都以来，举办
的首个全球性音乐产业大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晚霞刷屏背后
藏着成都今年一季度
收获的69个优良天

4月2日，成都郫都区，市自来水六厂徐堰河取水站

4月10日，来蓉参加“音城会”的部分嘉宾探访了成都市规划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