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5000人参会、22个重大项目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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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四川
省发展成就展在北京举行。围绕“美
丽”“开放”“活力”“奋进”这8个字，现
场展出了40余幅照片，此外，还有不
少图表、模型以及现场互动等环节。

展厅大门立着熊猫造型的欢
迎牌，欢迎牌的两侧还立着两只憨
态可掬的彩绘“大熊猫”。

从左侧进入展厅，最引人注目
的就是位于展厅中心的天府国际机
场模型。取意太阳神鸟的航站楼停
靠着几十架“飞机”。

转过身，两位非遗传承人正在
进行现场展示。一位是青神竹编传
承人张德明，一位是绵竹木版年画
传承人胡光葵。只见张德明手指快
速翻动，一个杯子很快就穿上了竹
编的“外衣”。“这样端着热水也不
烫手了。”在胡光葵老师的指导下，
一幅幅独具绵竹木版年画特色的

“骑车仕女图”就出炉了。
从展厅的中心往右走，一块不

断变化着画面的小屏幕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这是京东方第六代柔性

AMOLED屏幕，厚度仅有0.03毫
米，比一根头发丝的直径还要薄。
据了解，这块能弯曲、能折叠的屏
幕已经运用在很多手机上了。

展厅内人气最高的，莫过于
“醉川味 蜀韵芬芳”区域了。在
这里，人们可以品尝到熊猫包、
冰粉、老红糖软糍粑等四川特色
小吃，吃饱了还有清香爽口的川
茶呢！

（除署名外，本组稿件图文均
据川报观察）展厅内还可以品尝到熊猫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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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
厅大门口，
摆放着成
都天府国
际机场的
三维立体
模型。成都
天府国际
机场是民
航“ 十 三
五”规划重
点工程，国
家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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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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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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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机场自规
划建设以
来，其三维
立体模型
首次对公
众展示。现
场，省机场
集团的相
关负责人
向记者揭
秘了机场
的五大特
色亮点。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仅航站楼
面积就达120万平方米，是一个不
折不扣的“超级建筑”。在这样一
个超级建筑中行走，记者担心：面
积这么大，到登机口人该不会走
瘫吧？

对此，省机场集团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不会这样。

这是因为，一方面，机场采用

“手拉手”“肩并肩”的设计，将不
同的航站楼连在了一起，缩短了
转 乘 时 间 ，这 是 目 前 国 内 首 个

“ 手 拉 手 式 ”的 航 站 楼 ；另 一 方
面，通过专门GTC（Global Trans-
lator Community地面交通中心）
和空侧的连廊，缩短机场内的通
行时间。

其中，通过使用GTC，机场地

铁站口到达机场迎宾厅的通行时
间可以缩短为4.5分钟左右，从高铁
站到达迎宾厅的通行时间为6分钟
左右。

通过独特的空侧连廊设计，旅
客从安检口抵达最远登机口的通
行时间缩短为9~13分钟。相比之
下，当前很多机场，这一时间都在
20分钟左右。

从安检口到最远登机口 步行只需9~13分钟

抵达机场后 旅客可零距离换乘PRT

模型上，两个航站楼之间的一
个Y字形轨道引起了很多人的注
意，这是什么？

原来，这就是当前很时髦的
PRT（个人快速公交）系统。天府
国际机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个设计了这个系统的机场。其目
的是为了解决机场内部的通行问
题。

据了解，这个系统的轨道全长
4800米，完全使用自动充电、无人
驾驶和专用轨道，时速可以达到40

公里左右，每一个车可以乘坐4~6
个人。

今后，旅客在乘坐出租车或私
家车抵达机场后，可以零距离换乘
PRT，再抵达各个航站楼的安检
口，缩短了步行距离。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定位之一
是绿色机场，如何体现这个主题？

据介绍，机场已经规划了面积
达500亩的莲花湖生态主题公园，这
在全世界同等级的机场中，是独一
无二的。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候机的时
候，旅客们可以近距离欣赏到与机
场浑然一体的湖光山色。

在现场，工作人员轻轻按下一
个按钮，只见航站楼下，一段铁轨缓
缓伸出，观众无不为之惊叹。而这，
就是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又一独门
秘诀：高铁跟着飞机跑。

成自宜高铁将从机场的航站
楼和跑道的地下穿过。届时，旅客
可以乘坐高铁抵达机场，实现高
铁与飞机之间的无缝对接。这，是
全球首例。

当前，机场安检，一般都会
通过一个金属安检门，接着，还
要经过人工拿着检测仪“贴身”
检查，不仅耗时长，有人还担心
辐射。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今
后这样的场景将成为历史。据

透露，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采
用毫米波检测门，这种设备辐
射小，很简便，旅客可以实现无
干预安检。

所谓无干预安检，就是基本
感觉不到周围有设备和人员的存
在和干预。

规划建设500亩
生态主题公园

全球首例，高铁贯穿
航站楼和飞行跑道

采用毫米波检测门
旅客可实现无干预安检

首次“亮相”
来 看 看 有 哪 些 亮 点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三维立体模型 取意太阳神鸟的航站楼停靠着几十架“飞机”

机场规划了面积达500亩的莲花湖生态主题公园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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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伟大复兴引领成都崛起

6月17日，天府文化·金犊创意论
坛在成都东郊记忆拉开序幕，论坛聚
焦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等相关战
略，邀请到一批创意设计领域的专
家、学者，围绕音乐、艺术、旅游、创
意、策展、赛事等内容建言献策，探讨
如何用文化激发一座城市的活力，城
市又如何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

音乐文化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
气质和品质，是城市发展不可缺少
的元素，打造国际音乐之都是成都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滚石集团董事长段钟沂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成都已经具备了成为
音乐之都的基因，“音乐的发展不能
单单只瞄准产业化，而应该成为城
市里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

该更多地思考，如何让每个人都喜
欢上音乐，在城市里营造浓厚的音
乐氛围。”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艺术学
院院长李文波认为，最能体现城市唯
一性的，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它们展
示城市的历史，凝聚城市的品格，让
城市独具风貌，从而成为该城市的标
记符号与“城市名片”。“利用这些符
号和名片打造的都市美学，对城市价
值提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第28届金犊奖暨天府
文化青年创意设计奖颁奖典礼今日
在成都举行，颁奖典礼上评选出的
获奖作品将于6月18日~21日在成都
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展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如何用文化激发城市活力？
金犊创意论坛在成都启幕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7日举行
媒体吹风会。中联部部长宋涛、外交
部副部长罗照辉介绍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朝鲜进
行国事访问有关情况。

宋涛表示，应朝鲜劳动党委员
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邀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20日至21日对朝鲜进行国
事访问。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也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
访问朝鲜。此访正值中朝建交70周
年之际，对两国关系具有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宋涛指出，中朝是友好邻邦，两
国关系源远流长。中国党和政府始
终高度重视对朝关系，建交70年来，
两党两国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的传
统，双方在文化、教育、科技、体育、
民生等领域保持着交流合作。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积极致
力于发展中朝关系。在过去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
恩委员长四次见面，双方就中朝关
系、半岛形势等深入交换意见，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朝关系掀开新
篇章。

宋涛指出，中朝双方都一致认
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
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利益。双方
均鼓励有关各方珍惜来之不易的半
岛对话缓和势头，坚持实现半岛无

核化方向，维护半岛和平稳定，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中方支持
朝方实施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坚定走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均强调要继
续发挥党际交往的重要作用，加强
战略沟通，增强理解互信，维护共同
利益。

宋涛表示，朝方高度重视习近
平总书记此次访问，将热情友好接
待习近平总书记一行。访问期间，习
近平总书记将同金正恩委员长举行
会见会谈，参谒中朝友谊塔等活动。
两国领导人将回顾总结过去70年两
国关系发展进程，就新时代中朝关
系发展深入交换意见，引领两国关
系未来方向。双方将就半岛形势进
一步交换意见，推动半岛问题政治
解决进程取得新进展。双方并将介
绍各自国内发展情况。相信在中朝
双方共同努力下，习近平总书记此
访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两党两
国关系谱写新的篇章，为地区和平
稳定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罗照辉介绍了中朝两国各领域
主要合作情况，表示中朝关系和两
国人民友谊长期稳定发展，这得益
于两国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以及良
好的政治关系、民间友好基础和经济
互补性。今年双方商定共同举办一系
列活动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通过回
顾历史、规划未来，为新时代中朝关
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新华社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再次访问朝鲜

对中朝关系具有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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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三维立体模型

40余幅照片 展示四川70年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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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5~17日，第二届成
都国际医美产业大会暨“医美之都”
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三天时间，超
5000人参会，为成都加快建设全球
知名的“医美之都”建言献策。

2018年，首届成都国际医美产
业大会暨“医美之都”高峰论坛举
行，随后成都建设“医美之都”的国
际影响力日渐凸显。本届大会更是
一次涵盖医美产业全产业链的行业
盛会。大会的召开不仅进一步加强
了国际国内医美产业的交流与合
作，也推动了成都医美产业向高端
化、国际化发展。

集中签约
22个重大项目集中签约

自2017年9月成都在全国率先
提出打造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

“医美之都”以来，国内外医美产业
界纷纷聚焦成都、投资成都。2018
年，全市医美机构已达407家，比
2017年增加131家。成都八大处医
美医院、艾尔建中国创新中心等行
业龙头在蓉项目投运。天猫2018

“双十一”医美消费城市榜单显示，
成都医美消费额排名全国第一，

“医美之都”步入高速发展期。
本届大会上，现场集中了签约

22个重大医美项目，协议投资总额
约300亿元，涵盖医美服务、医美前
沿技术、医美教育培训、医美企业总
部、医美综合体等。签约项目包括成
都高新区管委会与爱齐科技公司签
署的爱齐科技（成都）运营中心项
目，武侯区人民政府与四川中商国能
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中商国能集团
（西南）医疗健康中心项目，成都医疗
健康投资集团与四川新希望公司签
署的成都国际医美健康城项目等。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上海第九

人民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
此次大会上签署了整复外科专科联
盟战略合作协议。

吸引医美器械“第二个硅谷”
开专场

本届医美产业大会，多个国家
的医美产业代表团首次以组团形式
来蓉，面向中国市场推介本国医美
产业并寻求产业项目合作，促进“医
美之都”与国际医美产业同步发展。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以色
列医美产业代表团。以色列在全球
医美器械市场占有极其重要的位
置，有着医美器械的“第二个硅谷”
之称。本届大会还首次设置了中国-
以色列医美产业对接交流专场。

“本届大会为以色列和中国西南
地区的公司创造了一个创新性的全
面合作平台。”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
馆总领事潘立文表示。近年来，中国
的医美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自去年
首届国际医美产业大会举行以来，成
都的医美市场需求迅速增长，产业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成都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发展快速，创
新氛围浓厚，相信双方在医美这个领
域的合作能够带来双赢的效果。”

韩国大邱市医疗产业基础课课
长郭甲烈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进行
主题演讲时表示，大邱是除首尔之
外韩国城市中拥有最多医疗基础设
施的城市，“2015年，大邱与成都结
为友好城市，这两个相聚数千公里
的城市，如今因为医美产业的发展
互动得更加频繁，这也得益于中国
医美消费和医美市场的快速发展。”
他表示，此次来成都参会，也想借此
机会推介大邱将要举行的几场重要
医疗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叶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