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15日将全面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于15日将
全面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为学生和家长解疑释惑、
排忧解难，
为莘莘学子顺利入学保驾护航。
据介绍，自2005年起，教育部
每年暑期都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
线电话，这是教育部连续第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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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开通该热线电话，今年具体开通
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2日。
教育部在开通热线电话期间，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各中央部署
高校，也同时开通热线电话，受理
学生、
家长的咨询和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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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落户双流

四川进一步放宽
七类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

打造具有区域消费引领力、全球消费资源配置力的
国际空港消费中心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日前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
制机制实施方案，提出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
老、家政及教育培训等七类服务消费领域进一步放
开市场准入，
加快完善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体系。
在旅游领域，
四川将清理简化水上旅游项目前期
工作及建设审批程序，
培育发展水上旅游消费市场。
文
化领域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文化建设，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探索开展公
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试点，
积极推行文化消费卡。
体育领域推进体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开赛
事目录，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举办或承办赛事。健康
领域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间布局不采取
规划限制；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实行告知承诺
制，取消床位规模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在职、停薪
留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置医疗机构。
养老领域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鼓励民间资
本通过参资入股、收购、委托管理、公建民营等方式
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家政领域支持有条件的职
业院校开设家政相关专业，培养中高端家政从业人
才。教育培训领域扩大城镇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通过依法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综合奖补等方式，支
持社会力量办园。

范锐平李仲彬楼忠福出席签约仪式

本 报 讯（成 都 日 报 记 者 钟 文 张 家
华）7月11日，成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签
约，将打造具有区域消费引领力、全球消
费资源配置力的国际空港消费中心。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市政协主席李仲
彬，广厦控股集团董事局荣誉主席楼忠福
出席签约仪式。
作为双流空港商务区落地的首个重

大项目，成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将依托
双流空港优势，大力营造海外消费、一线
消费和新一线消费等多维度场景，打造与
国际接轨的高端商品消费链和商业集群，
实现“过境流量”转变为“流量经济”，加快
打造国际一流的空港商务区。
签 约 仪 式 前 ，范 锐 平 会 见 了 楼 忠 福
一行。双方表示，成都自古就有“天府之

国”
“ 休 闲 之 都 ”美 誉 ，是 西 部 地 区 消 费
中心和西南地区生活中心，也是全球最
佳旅游目的地之一。此次项目依托成都
作为西部国际门户枢纽的战略优势，着
力打造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综
合 体 ，既 契 合 成 都 发 展 战 略 定 位 ，又 彰
显绿色发展理念。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
作 ，推 进 项 目 加 快 落 地 ，吸 引 国 内 外 游

客前来，提升成都吸引力、竞争力、影响
力和软实力，助力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
市领导苟正礼、曹俊杰、韩轶，法拉利
总部集团首席多元化品牌官尼科拉·博
力、阿联酋皇家米拉集团资产管理主任B.
R.基兰、迪拜马吉德集团环球冰雪项目总
监穆罕默德·埃尔特里参加活动。

全球领先会展机构华西总部
落户天府新区

总体结构图

《锦江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完成

总体目标

蜀都味国际范
核心区在哪儿？
核心区为“锦江中央公园”，范围为锦江公园中的
两江环抱区域及望江公园段，河道长17.6公里，
是锦江公园中代表性最强、关注度最高、资源点
最密的区域。涉及成华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
区、锦江区5个区。

大景区、大形象、
大IP、大民生

一带、一核、十二景区
●“一带”：打造贯通南北联
接锦城公园，以锦江为主体
构建的历史景观带、文旅休
闲带、都市生活带
●“一核”：将资源最富集的
两江环抱区域打造成为锦江
公园的展示窗口

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

●“十二景区”即建设望江景
区、合江亭景区、猛追湾景区、
寻香道景区、大慈寺景区、蜀
汉城景区、少城景区、九里堤
景区、安靖景区、东湖景区、交
子景区、
桂溪景区

全市防汛减灾工作调度会召开
罗强主持并讲话

伦敦泰晤士河是一部“伟大的流动的历史”，巴黎塞
纳河是顶级的文化艺术黄金走廊，类此，诸多座伟大的城
市都有一个伟大的滨水区。
锦江浸润成都，几千年来这座城市因水而兴、因水而
美、因水而荣。记者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为进一步
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打造世界文化名城，将锦江打造为成
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近日已牵
头编制完成了《锦江公园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

南河临江路段效果图

耍都蓝花楹步行街效果图

四大愿景

南绕城

大景区、大形象、大IP、大民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在借鉴伦敦
泰晤士河、巴黎塞纳河、上海苏州河等先进地区的
经验成果的基础上，
《规划》提出了将锦江公园打造
为“蜀都味、国际范的都市滨水公园”的总体目标与
“大景区、大形象、大IP、大民生”
的目标愿景。
锦江公园究竟在哪？这可不是一个小公园。根
据《规划》，锦江公园范围含括了绕城高速内的锦江
段，河道共长48公里，涉及郫都区、金牛区、成华
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高新区7个区。其中
核心区为“锦江中央公园”，范围为锦江公园中的两
江环抱区域及望江公园段，河道长17.6公里，涉及
成华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锦江区5个区。该
区域是锦江公园中代表性最强、关注度最高、资源

六大策略

兰桂坊滨水区步行化改造效果图

N

目标愿景

总体结构
锦江公园范围含括了绕城高速内的锦江段，河道
共长48公里，涉及郫都区、金牛区、成华区、锦
江区、青羊区、武侯区、高新区7个区。

7月11日上午，全球领先会展机构英富曼会展
集团华西总部落户天府新区暨Insec World成都·世
界信息安全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举行。英富曼会展集团在发布会上宣布，将在天
府新区成立华西总部。作为英富曼华西总部设立后
的第一个项目，四川天府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与英富
曼会展集团将联合举办“Insec World成都·世界信
息安全大会”，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举行。
英富曼中国董事总经理龚康康说，中国西部良
好的产业发展趋势，加上英富曼丰富的国际资源，
一定能在成都打造出基于区域优势产业的多个专
业平台，为成都国际会展之都建设贡献一臂之力。
她表示，成都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英
富曼集团十分看重的城市。英富曼华西总部的设
立，
是英富曼集团布局华西地区的重要举措。
“Insec World成都·世界信息安全大会”将由英
富曼会展（成都）有限公司和四川天府国际会展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于10月20日至23日在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城举行。大会探讨的话题将涉及安全智能、
安全网关、端点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云安全、
身份与访问安全、物联网安全、移动安全、金融科
技、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5G网络、政府安防等网
络安全核心内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劼霓

蜀都味、国际范的
都市滨水公园

48公里都市滨水公园将呈现
锦江公园多大？

教育部提示广大学生和家长，
咨询政策和反映问题，
可拨打教育
部高校学生热线电话。
高校入学新
生和家长还可通过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官网和中国学生资助微
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高校学生国
家学生资助政策及相关规定。

点最密的区域。
同时，
《规划》还确定了锦江公园“一带、一核、
十二景区”
的总体结构。
其中，
“ 一带”即打造贯通南北联接锦城公园，
以锦江为主体构建的历史景观带、文旅休闲带、都
市生活带；
“ 一核”即将资源最富集的两江环抱区
域，通过释放开敞空间、缝合城市两岸、集聚公共
功能、修复滨水风貌，打造成为锦江公园的核心展
示窗口。以微更新、微改造、生态修复为原则，激发
滨水活力，彰显城市魅力；
“十二景区”即建设望江
景区、合江亭景区、猛追湾景区、寻香道景区、大慈
寺景区、蜀汉城景区、少城景区、九里堤景区、安靖
景区、东湖景区、交子景区、桂溪景区。

实现锦江公园生态价值转换

城市的滨水区大多承载着城市发展的时代足
迹，而复兴滨水区也是很多城市实现转型突破的历
史规律。例如新加坡河，改造以旅游为主线，串联各
类景点，达到城市更新、河流净化、旅游化改造同步
实现的效果，成为了全新、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成都此次着手滨水空间，也正是欲以锦江公园
带动老城活力提升，
防止空心化，
同时通过环城生态
区助力其周边区域价值提升，
推动老城功能疏解。
具体怎么做呢？
《规划》制定了六大策略——
“治水筑景，形成开阔滨水空间”
“交通重组，形成慢
行通道网络”
“业态升级，形成多元活力场景”
“亮化

增辉，形成特色城市风貌”
“品牌策划，形成全线文
旅走廊”
“社区治理，
形成开放公园街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锦江公园最
终将形成全线贯通约20平方公里以锦江为核心的
开敞空间及慢行空间，并汇集约170处景点形成12
大景区、体现成都特色的文旅骨架，形成20多处标
志性建构筑物，塑造与推广城市品牌的空间载体，
形成水润天府、城水共生的滨水公园带。通过修复
生态资源、释放开敞空间、修复滨水风貌、集聚公共
功能、植入消费业态等方式，最终实现锦江公园的
生态价值转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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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胡清 曹凘源）当
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7月10日20时至11日15时，我
市出现今年首场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昨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罗强前往市智慧治理中心，就防汛和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调度检查，并主持召开全市
防汛减灾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中央、省、市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坚决
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保持高度警
惕，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到位，
全力维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罗强指出，当
前已进入主汛期，全市上下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全面进入防汛减灾战时状态，切
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加严谨的态度、
更加扎实的工作，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
治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强化会商
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分析研判，积极组织联动响
应，实现预报、预警、调度有机结合、有序衔接，加强
应急准备，在重点部位预置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
要强化隐患排查，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开展
全方位、拉网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和盲区；要强化
隐患整改，建立排查台账，切实做到隐患整改到位、
度汛措施落实到位；要强化应急处置，建立健全应
急指挥组织体系，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救灾“一盘棋”
思想，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要迅速反应、高效处置，一
旦出现危险征兆，要迅速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撤
离，始终坚守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根底线；要强化
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切实做好防汛信息报告；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
同联动，加强督导检查，做好宣传引导，及时、准确、
全面、持续播发权威部门发布的气象、汛情以及可
能引发的自然灾害信息，引导市民群众提前做好防
范应对、科学有效防灾避险。
会上，市气象局、成都水文局、市水务局、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应急管理局分别围绕防汛减灾
有关工作作了汇报。会议还通过视频连线对成都天
府新区、都江堰市、金堂县、蒲江县等区（市）县防汛
减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调度检查。
市领导左正、刘玉泉、刘旭光，市政府秘书长周
先毅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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