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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城市合伙人”！
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落户双流

首批6个知名社团入驻

2019年7月29日
星期一

进入暑期以来，游客人
数和花费持续增长。7月28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携程了解到，据预测，今
年暑期7、8两个月，出游人数
预计将超10亿人次，全国出
境游人次将超过3000万。

中国旅游都爱去哪儿？
人均花费情况如何？根据
携程发布的《暑期旅游度假
人气与消费指数》（以下简
称“指数”），7月旅游人数环
比上涨39%，单次旅游人均
消费环比上涨12%。

去哪玩去哪玩？？
北京三亚等地人气旺

《指数》显示，7月国内
游热度明显超过去年同期。
从携程平台上数以万计的
国内游订单看，目前报名最
热门的跟团游目的地分别
是北京、昆明、张家界、丽
江、桂林、贵阳、三亚、西安、
厦门和青岛。而日照、上海、
北京、延安、青岛、西安、安
顺、广州、大连和秦皇岛成为
增长最快的国内跟团游目的
地，增长均超过100%。

此外，从自由行产品的
数据来看，三亚、上海、北京、
广州、厦门、西安、成都、重
庆、珠海和杭州预计成为7月
期间人气最高的自由行城
市，其中慈溪、兰州、贵阳、大
连、乌鲁木齐、启东、青岛、西
安、济南和桂林成为国内自
由行增长最快的城市，增长
均超过60%。

谁爱玩谁爱玩？？
成都出行人数全国第三

哪些城市的游客更喜
欢在暑期出行？《指数》显
示，7月旅游二十大客源城
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成都、
重庆、广州、南京、武汉、西
安、天津、郑州、杭州、深圳、

长沙、昆明、济南、合肥、贵
阳、无锡、南昌和青岛。相比
暑期之前，南京、西安、郑
州、济南、合肥、南昌等城市
市民旅游热情上升更快。

哪些城市居民的平均
消费最高？从目前预订7月
国内外跟团游、自由行等
旅游线路的单次人均花费
看，“消费力前十强城市”依
次为北京、昆明、上海、沈阳、
乌鲁木齐、哈尔滨、南京、杭
州、深圳、福州。北京、昆明、
上海位列榜单前三位，其中
北京人7月出游的单次花费
达3887元。

怎么玩怎么玩？？
逛景区成为共同选择

根据《指数》，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长隆水上乐园、中华恐
龙园、上海欢乐谷、北京欢
乐谷、青岛海昌极地海洋公
园、老虎滩海洋公园、无锡
融创乐园和上海玛雅海滩
水公园成为国内人气最高
的主题公园。

故宫、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上海科技馆、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
自然博物馆、长鹿旅游休
博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
和海军博物馆成为人气最
高的展馆展览。

动植物园中人气排名
前十分别是上海野生动物
园、深圳野生动物园、北京
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
上海动物园、秦岭野生动物
园、大连森林动物园、成都动
物园、秦皇岛野生动物园和
厦门园林植物园。各类景区
在暑期人气全面上涨，逛景
区成为近期游客的共同选
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俞瑶

《我爱你中国》《我和我
的祖国》等中国名曲家喻户
晓；俄罗斯的经典歌曲很
多，《喀秋莎》的旋律或许是
我们最为熟悉的其中之一
……昨晚，2019成都国际友
城青年音乐周专场演出《经
典之声》中俄名曲交响音乐
会上，13首中俄经典歌曲轮
番上演。一首老歌、一抹光
影，熟悉的旋律、悠扬的歌
声，回放着一代人隽永的心
声和情感。

交响乐作为高雅艺术
的一种，已逐渐渗透到普通
老百姓的文娱休闲生活之
中。昨晚的《经典之声》便是
一场交响音乐会。一曲《我
的祖国》率先拉开了音乐会
的序幕，高亢激昂开头和排
山倒海般的结尾，时而把人
们思绪带入祖国的河流，山
川，森林，稻田……在旋律
中，仿佛看到了歌曲中描绘
的“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
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
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
量。”而通过转调变奏，演奏
时而又把观众带入一个个
新意境，反映着乐曲歌词所
表达的那样“开辟新天地”。

在《我的祖国》之后，中
国经典名曲《我和我的祖
国》、《我爱你中国》的陆续

上演更是让观众的情绪达
到了高潮。随后，中国经典
管弦乐合奏曲《北京喜讯传
边寨》、中国红色经典革命
歌曲《红色娘子军选曲》、中
国抗战题材连续剧主题曲

《狼毒花》、中国大型交响史
诗《红旗颂》等歌曲的演绎，
也用熟悉的旋律打动了现
场每一位听众。

下半场，轮到俄罗斯经
典歌曲闪亮登场，首先便是
那曲耳熟能详的《喀秋莎》。

《喀秋莎》作于1938年，由民
谣歌手丽基雅·鲁斯兰诺娃
首次演唱，描绘的是前苏联
春回大地时的美丽景色和
一个名叫喀秋莎的姑娘对
离开故乡去保卫边疆的情
人的思念。明快的节奏，流
畅的旋律，在今夜的东郊记
忆以混声合唱的方式响起，
触动了听众心中最柔软的
部位。

在此之后，电影《幸福
生活》插曲《红莓花儿开》、
俄罗斯民歌《山楂树》、俄罗
斯经典名曲《神圣的战争》
等也一一奉上，为蓉城市民
带来了浓郁的俄罗斯风。聆
听经典之声，感受交响乐音
乐魅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铭铭

示范区的建设
就是为了人才培养

其中，“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总部
基地）”选址双流区创客小镇，将通过举
办行业峰会、论坛、会展等各类活动，打
造成都与香港在科技、产业、人才等方
面的交流合作的重要堡垒；“蓉港人才
驿站”将为来蓉香港青年学子提供免费
住宿、就业信息发布，就业岗位培训，城
市融入服务等一系列贴心服务。

“港漂圈”、香港四川青年会、香港
青年创新创业协会、香港优才及专才协
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四川企业分会会
长单位、成都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成为
首批入驻“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团
体。其中，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主席骆
勇在2010年通过香港优才计划赴港发
展，目前致力于品牌管理、咨询顾问和
人才交流工作。他告诉记者：“人才的培
养是一个持续的工作，并不能限于高校
教育，社会的培养更为重要。”

而“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的建设就

为了人才培养。骆勇认为，加快提高成都
人才素质，将为港蓉双方进入更高层次合
作打下基础。“把香港的一些先进专业技
术，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更好地培养成都
的人才，然后再通过人才的培养，把这个
人才背后的资金技术资源打通。”他说。

为香港青年
提供实习、创业资源

大会正式发布了“香港青年在成都实
习计划”，号召香港青年才俊来成都实习
实训、就业创业，同时还为唐阳等9名特邀
嘉宾颁发了“蓉港人才交流大使”证书。在
主旨演讲环节，“港漂圈”创始人赵磊以

“蓉港‘城市合伙人’——推动两地青年协
同成长新路径”为题作大会发言，为共促
蓉港青年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008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学习，后
来留在了香港。在工作之余，我做了一个
全球来港青年线上社区——‘港漂圈’，
现在发展到25万用户。”‘港漂圈’创始人
赵磊告诉记者，很多从内地前往香港生

活工作的年轻人在融入当地时都面临很
多问题。他自己克服了很多困难，为帮助
更多“港漂”，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同时，赵磊也想让更多的香港青年
获得前来成都发展的机会。刚刚入驻“蓉
港人才合作示范区”，赵磊就提议，成都
市可以把优秀的企业带到香港“国际人
才嘉年华”布展，提供工作岗位、实习岗
位。香港聚集很多专业人士，而现在成都
正需要更多拥有全球视野的人才来发
展。“同时，香港的青年人也获得了更多
的空间和机遇去发展。”他说。

据了解，本次大会由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青年工作
部指导，成都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共青团成都市委、双流区委组织
部与成都人才发展促进会共同承办，吸
引了近320名香港知名社团负责人、蓉港
两地青年代表、成都各区（市）县组织部
主要负责人以及双流区各部门、人才企
业代表、创业者代表共同参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迦
雷浩然

《红旗颂》《喀秋莎》《山楂树》……

13首中俄老歌
奏出“经典之声”

携程发布《暑期旅游度假人气与消费指数》

预计超10亿人次暑假旅游
成都出行人数全国第三

26日下午，2019“蓉港青
年人才合作发展大会”在成都
市双流区举行。会上，“蓉港人
才合作示范区”“蓉港人才合
作示范区（总部基地）”“蓉港
人才驿站”正式揭牌，双流区
政府分别与香港青年创新创
业协会等6个蓉港两地知名社
团签署《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
（总部基地）入驻协议》。

近年来，成都市双流区抢抓
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建设机遇，
主动加强与香港的交流合作，促
进了蓉港两地人才协同融合。
“蓉港人才合作示范区”将以“行
政化业务指导、社会化组织对
接、市场化方式运营”为模式，
以人力资源协同发展促进两
座城市协同发展，推动蓉港双
方成为紧密的“城市合伙人”。

通行费打折通行费打折、、加油返现加油返现、、
一元停车一元停车、、赠送话费……赠送话费……
成都各银行纷纷出招

安装ETC
哪家最优惠

日前日前，，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宣布成都全面实施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宣布成都全面实施
车主免费安装车主免费安装ETCETC车载装置车载装置（（OBUOBU），），ETCETC用户可享用户可享
受不少于受不少于55%%的车辆通行费的车辆通行费。。且到且到1010月底月底，，市域各市域各
高速公路收费站完成高速公路收费站完成ETCETC车道系统改造车道系统改造，，实现实现
ETCETC系统功能全覆盖系统功能全覆盖。。原则上只保留一条人工与原则上只保留一条人工与
ETCETC混合车道混合车道。。

有些车主也想抓紧安装有些车主也想抓紧安装，，但目前在成都市域但目前在成都市域
内内，，可以安的银行很多可以安的银行很多，，不免有些选择疑难不免有些选择疑难。。那那
么么，，哪家哪家ETCETC安装给出的优惠政策最多安装给出的优惠政策最多？？力度更力度更
大大？？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特地帮你打探了红星新闻记者特地帮你打探了！！

使用工银ETC信用卡绑定ETC，
每周末享指定中石油加油站5%加油
返现优惠（每周最高优惠20元，每月
最高优惠100元，全年最高优惠1040
元）；现金分期手续费3折优惠、免卡
片有效期内年费等专属权益；免费办
理ETC、赠送价值180元电子标签；全
国高速通行费95折优惠；新绑定用户
获赠最高50元手机话费；使用信用卡
绑定ETC，每周二享指定商户五折优
惠（最高优惠300元）；使用信用卡（白
金卡）绑定ETC，享一元滴滴代驾、一
元机场停车。

具体优惠如下：200元ETC设备免
费送，全省高速通行费95折；即日起至
2019年12月31日期间（每周六），四川
建行龙支付客户前往成都地区指定中
石化加油站，使用龙支付绑定建行信
用卡支付油费，享受满200元随机立减
10元-100元的优惠，全年累计优惠最
高500元。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
车辆驶入双流机场T2停车场后（非
ETC通道），通过云闪付APP绑定62开
头的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至尊卡、白
金卡（卡号62卡头，卡面有diamond或
platinum标识）在云闪付APP——“生
活便利”里选择”智慧停车“，点击”我
的权益“后选择购买2小时1元停车或
48小时1元停车服务并支付成功，车辆
离场时自动抬杆；超出本权益服务时
间的停车费用自行承担。每月可享4次
优惠，按每次优惠9元，全年累计最高
优惠432元。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
云闪付APP绑定62开头的建行龙卡信
用卡银联至尊卡、白金卡（卡号62卡
头，卡面有diamond或platinum标识），
领取1元代驾权益，支付1元可享单次
最高8公里的代驾权益。每人每月限享
2次代驾权益，按每次优惠35元，全年
累计最高优惠840元。

2019年6月1日至8月31日，新办理
ETC的客户在“中行E车行”小程序中
报名参加可获得线上100元加油或话费
礼遇。推荐ETC新客户好友并成功办理
还可享30元礼品奖励，推荐奖励上不封
顶。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不包含已
注销再重新办理和通过非中行官方渠道
办理的客户）。

2019年7月6日至8月31日，绑定信
用卡的ETC客户可在四川地区通行费
95折基础上叠加8折优惠（叠加优惠每
月每卡20元封顶，以返现方式进行）；
免费赠送价值226元的OBU设备，且采
用ETC记账卡+银行卡（或对公账户）
模式，插入OBU使用的记账卡无金融
功能，产生的过路费通过关联的银行
卡（对公账户）自动扣款，有效降低盗
刷风险；借记卡、信用卡、对公账户都
可绑定扣款，全省所有网点均可受理，
地图搜中行网点即可找到。

2019年9月30日前，持爱驾汽车卡
在加油站类商户（MCC 5541、5542和
5172）消费，单卡累计消费满1000元返
现50元，每人每月限返50元，活动期
内，每卡限享6次；即日起至2020年5月
31日前，申办爱驾汽车卡且核卡后两
个自然月内单卡刷卡消费满3笔，每笔
满等值人民币399元，即可获赠一次免
费代驾服务，每名客户限享1次。刷卡
消费（不含分期）满10000元，可获赠洗
车和道路救援服务包（含两次免费洗
车和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活动期间
每卡限享6次。

2019年12月31日前，中国银行信用
卡持卡客户在中国银行微信公众号或
缤纷生活APP兑换5倍积分加速权益，
享微信、京东、唯品会、支付宝快捷支
付5倍积分；中国银行爱驾汽车信用卡
持卡客户通过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
四川分行”线上刷卡支付，可享受全省
600余家洗车商户“10元洗车”和300余
家影院“10元观影”优惠，每位客户每
月享两次洗车、两张影票。

客户可至成都260余家农行指定安
装网点免费办理ETC高速通行业务；蜀
道通信用卡ETC客户，可享全国高速通
行费最高9折优惠（登录“农行掌银-信
用卡-乐游天下”抢兑月票，每卡每月最
高可享100元优惠）；通过成都农行网点
办理ETC的新用户，现场安装后，绑定
信用卡或借记卡可获得一定金额的话
费赠送。

客户在成都地区40家车享家汽车
服务中心，使用微信绑定农业银行ETC
信用卡支付可享洗车随机立减，最高可
省30元；微信绑定农行ETC信用卡在成
都地区7-11连锁便利店（63家）、全家便
利店（104家）、好利来蛋糕（68家）消费
满5元随机立减，最高可省30元。

信用卡客户可100元购买150元必
胜客代金券，代金券可在有效期内每周
四、周五、周六于必胜客活动门店使用
（登录“农行掌银-信用卡-乐享周六”
购买）；9月30日前，信用卡境外消费笔
笔返现3%，叠加返现最高2200元人民币
或320美元刷卡金（登录“农行掌银-信
用卡-乐游天下”报名参加）。

农业银行
洗车随机立减，最高可省30元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工商银行
加油全年最高优惠1040元

建设银行
200元ETC设备免费送

中国银行
通行费优惠低至七六折

邮政储蓄
免费赠送蓝牙充值设备

免费赠送及安装OBU及蓝牙充
值设备；全国畅行，高速公路通行费享
95折优惠；赠送加油卡或等值宣传品；
邮储信用卡客户加油每月最高可省
120元（邮储信用卡客户），9元洗车、观
影、美容、美发、健身、洁牙优惠活动，
唯品会、中粮我买网满100立减50元，
途牛旅游最高立减1000元。

华夏银行
加油最高享6%优惠

免费安装ETC设备；通行费打折；
申办华夏高端白金车主卡，加油最高
享6%优惠，每月2次1元滴滴代驾服
务、机场停车48小时1元优惠。

26日上午，四川省省生
态环境厅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集意
见座谈会，邀请生态环境相
关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学
者、新闻媒体等面对面座
谈，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商
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大计。

在场的行业协会、企业
就自身的实际也摆出了心
里话。“希望可以组织专家学
者细化要求，行业处理标准
是什么，哪些企业需要搬迁，
哪些坚决不能生产，为企业
未来发展规划提供参考。”攀
钢副总经理李忠武说。

“这是生态环境厅开展

主题教育工作的有效形式，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和参与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多批评，多监督，
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四川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于会文
表示，接下来四川省生态环
境厅将建立定期座谈机制，
定期开展面对面活动。同
时，建立“两微一端”留言机
制，市民可以在微信、微博
等客户端留言、批评。于会
文还公布了他的邮箱：“我
的邮箱是四川环保666，163
邮 箱 ，即 schb666@163.
com，有什么话可以随时给
我发邮件。”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公布邮箱：
有什么话随时给我发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