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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深度融入全面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高水平建设国际门户枢纽
和内陆开放高地？近日，成都出台了

《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2019-2021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以立体多向战略通
道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水平
全面提升、城市国际交往能力显著增
强为主要目标，《行动计划》提出了五
大重点任务。

1、立体多向战略通道建设专
项行动

《行动计划》提出，要建成投运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一期工程，以“一市两
场”为载体，全面构建以成都为网络中
心的国际航空大通道，到 2021 年，实
现航空旅客吞吐量达6300万人次；每
年新开通5条以上国际（地区）客货直
飞航线，到 2021 年，国际（地区）客货
航线达127条。

铁路方面，要加快形成 7 条国际
铁路通道和5 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
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
加快成自宜、成南达等高铁建设，构建
以成都为战略支点的四向铁海大通
道；常态化开通成都经广西凭祥或云
南河口至越南河内的“成都-泛亚”东
线国际跨境铁路班列；协调推进四川
叙永至贵州毕节铁路建设，形成成
都-隆昌-叙永-毕节-黄桶-南宁-钦
州港铁海联运通道。

2、国际创新合作专项行动

《行动计划》提出，依托“一带一
路”沿线国际友城链，大力引进国际创
新人才，并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城
市设立海外人才工作站，到 2021 年，

“海外成都”工作站达28个，建设“一
带一路”人才自由港。

为构建面向“一带一路”协作创新
网络，成都将大力引进“一带一路”沿
线世界知名大学和企业在蓉建立研发
机构和创新平台；支持本地重点科研
机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特
色优势的科研机构共建高水平国际联
合研究中心和实验室；支持有条件的
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合作，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研发中心，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研究。到2021年，成都要建成5个“一
带一路”国际研发平台。

3、国际经贸往来专项行动

《行动计划》提出，要开拓“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建
设全球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到
2021 年，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700
亿元。围绕“5+5+1”现代产业体系，
鼓励成都优秀企业“走出去”开展海
外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境外产业
合作园区。同时，实施跨国公司“总部
提升”计划、“增资激励”计划，到2021
年，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数不少于
293家。

4、国际化消费专项行动

《行动计划》提出，要创新消费供
给体系、打造标识性消费场景、营造开
放便利的消费环境。具体来看，要加快
口岸进境免税店、跨境电商线下实体
店、保税商品展示中心等建设；要建成
一批标识性商圈和商业街区，到2021
年，建成千亿级的国际影响力商圈 1
个，国际知名一线品牌入驻率达90%，
建成国际化消费特色街区2个。

5、国际人文交流专项行动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人文交流也将更加紧密。成都将主
动承接国家主场外交和重大涉外会
议，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旅游代表处等
落户成都；加快建设“一带一路”高校
教育联盟、“一带一路”教育协同创新
研究中心，运营好“一带一路”国际培
训中心、国际预科中心；做优“留学成
都”品牌，用好“一带一路”留学生政
府奖学金。

在推进成都“三城三都”建设过程
中，《行动计划》提出，成都将实施“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化中
心合作计划，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
新建一批“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持续
开展“PANDA 成都走世界”活动，推
进熊猫之都、天府绿道建设，打造“成
都熊猫之旅”；持续办好“一带一路”成
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等重大赛事；集
聚“一带一路”国际美食品牌，全力推
进成都美食文化传播；实施“一带一
路”天府文化推广计划，大力开展“大
熊猫与世界”等重大活动，举办“天府
文化周”主题交流活动，打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媒体联盟和“媒体
访友城”等外宣品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未来三年
成都这样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

女子世界杯
时间：10月18日～20日
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男子世界杯
时间：11月29日～12月1日

地点：四川省体育馆

2019男乒女乒世界杯来了！
川妹子朱雨玲
家门口能否再夺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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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大假刚过，又一项

顶级乒乓球赛事将在成都开
战。10月9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2019年国际
乒联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19年国际
乒联女子世界杯将于10月
18日～20日在四川省体育
馆拉开帷幕，男子世界杯将
于11月29日～12月1日在
四川省体育馆举行。届时，将
有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和
技术官员等来蓉参加赛事活
动。奥运冠军马龙、刘诗雯，
世界冠军朱雨玲、樊振东、奥
恰洛夫、波尔、平野美宇，知
名运动员张本智和等世界顶
级、知名球员将角逐桂冠。

金牛区三大产业功能区 错位布局10个产业社区

9月的尾巴，金牛区连
续发生了不少大事：

9月23日，“2019成都
南亚采购贸易博览会”在成
都国际商贸城顺利举行，来
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
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
等20个国家和城市的100
余名国际采购商一口气采购
了超3000万美元的商品，
折合人民币约2亿元。

9月29日，金牛高科技
产业园里，11个现代都市项
目集中开工。

在成都市的66个产业
功能区中，这两件大事发生
的地方是其中之二：天府国
际商贸商务功能区、现代都
市工业功能区。再加上环交
大科创文创功能区，在规划
重塑产城布局的过程中，金
牛已在这三大功能区里，错
位布局研发总部、人工智能
等10个产业社区。

成都以“谋赛、谋城、兴业、惠民”
的发展思路，高标准打造世界赛事名
城，高站位、远谋划“奥运梦”，绘就建
设世界一流国际化大都市美好蓝图。
如果说办好 2021 大运会、2022 世乒
赛、2025世运会是世界赛事名城建设
过程中的重中之重，2019男乒、女乒
世界杯则是成都走向世界的一张闪
亮名片和关键一环。

成都有着深厚的乒乓球群众基
础，建立了完整的梯队培训体系，连
续13年承接国家乒乓球队备战奥运
会、世乒赛等封闭集训，期间获国家
体育总局乒羽中心颁发的突出贡献
奖，被授予“国家高水平训练基地”称
号。此外，成都连续 4 年成功举办国
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成都站）等重大
国际比赛，获得2016全球唯一“最佳
赛区”殊荣。经国际乒联投票表决，成
都成功取得2022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举办权。

众所周知，奥运会、世锦赛和世
界杯被誉为乒乓球的三个世界级大
赛。2019 年男女世界杯双双落户成
都，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于 2022 年
再度来袭，3 年之内，两项乒乓球大
赛在成都举办，将有力推动成都打
造世界赛事名城，塑造“三城三都”
城市品牌，向世界充分展示成都新
形象、新魅力。

观/球/攻/略
大战在即，球迷们已跃跃欲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赛事组
委会获悉，今年男乒、女乒世界杯的
比赛门票分为三档，小组阶段甲票价
格为 380 元、乙票为 280 元；1/8 决赛
和1/4决赛甲票为480元、乙票为380
元；半决赛和决赛的票价一样，甲票
为580元、乙票为480元。除了在省体
育馆等现场售票之外，还可以登录川
艺票务进行购买。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孟武斌 组委会供图

本次赛事由国际乒联授权，
中国乒协、四川省体育局、成都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成都市体育
局、武侯区人民政府联合承办。
值得一提的是，2019 男乒、女乒
世界杯属于国际 A 类赛事，是国
际乒联时隔 15 年继中国杭州后
再次将两项赛事交由同一城市举
办，也是 2020 东京奥运会前国际

乒乓球最高级别单项赛事。两项
赛事将配套举办进校园、进天府
绿道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引领全
民健身新风尚。此外，成都还将
在女乒世界杯期间承接好国际乒
联执委会。

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高亚
翔表示：“今年，成都将同时举办男
子和女子世界杯。当前中国乒协正

全力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本次世
界杯将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最高级
别的单项赛事。中国乒协高度赞赏
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坚定信
念、强大信心和办赛能力。为此，我
们希望未来与四川成都进一步携
起手来，加强合作，共同为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在 4 月举行的 2019 年乒乓球
亚洲杯上，朱雨玲以4：2击败队友
陈梦，成为亚洲杯首个三连冠得主
的同时，也锁定了成都的2019年女
乒世界杯参赛名额。

今年是川妹子朱雨玲的低谷
之年，3 月份的直通世乒赛选拔赛
中，朱雨玲不敌刘诗雯、陈梦、丁
宁、孙颖莎等，最终仅排名第六，失
去了世乒赛的单打资格，仅获得一

项双打资格，和陈梦搭档出战女双
比赛。然而在女双半决赛中，朱雨
玲/陈梦组合不敌新生代球员孙颖
莎/王曼昱组合，无缘女双决赛。随
后的一系列公开赛中，也是战绩平
平，未能出彩。

对朱雨玲来说，必须抓住国乒
给的每一次机会，才有可能厚积薄
发，保留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希望。
在意外无缘世乒赛女单比赛之后，

朱雨玲一度被外界解读为“其奥运
前景已经黯淡”。不过，前景黯淡并
不代表完全没了机会。在即将开战
的成都女乒世界杯赛上，已经拿到
2017 年女乒世界杯冠军的朱雨玲
如果能在家乡第二次夺冠，将对她
竞争东京奥运会入场券产生非常
积极的影响。球迷们希望朱雨玲能
在家乡打出气势，证明自己依旧有
超强的竞争力。

东京奥运会前最高级别单项赛事

期待朱雨玲在家乡二次夺冠

3年内乒乓球三大赛事
两个落户成都

以功能区为抓手聚焦主业、突
出特色，金牛区正加快形成“错位
高端”的优势产业。

在国际商贸商务方面，金牛
区以外贸扩容和内贸升级为突
破口，高标准推进国家级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试点，截至目前已完
成小商品出口 1038 单，货值突破

“4 亿大关”。此外，金牛区创新推
进荷花池“三大提升行动”，今年
以来已疏解提升老旧市场 8 个，

“ 韩 国 城 ”西 部 首 店 成功落户，
“荷花池商学院”挂牌成立；结合
TOD 综 合 开 发 ，该 区 积 极 构 筑
人北、茶花、幸福桥“三大 TOD
新兴商圈”，新增亿元楼宇 8 栋，
推动传统商贸大区向现代商贸
强区转型。

现代都市工业方面，功能区高
标准完成“一区三园”产业规划和

“两图一表”，全面启动3247亩低效
工业用地“腾笼换鸟”，基本完成31
家企业土地腾退工作，成功引进易
华录、神州高铁等都市工业项目26
个，入驻生产型服务企业和配套企
业 1127 家，以轨道交通、北斗+等
为特色的“智慧交通产业生态圈”
加速成形。

科创文创功能区则着眼“四个
融合”，已新引进竞技世界产研院、
天府智能产研院等赋能型平台型
项目16个，海康威视、保利文化等
科创文创企业41家，新培育时空电
动等“准独角兽”企业4家，技术交
易合同总额突破700亿元，全市首
个天府股交中心科创专板试验基
地签约授牌，腾盾科技入选全市新
经济“双百工程”，政企联合、校地
互动、科文共融的环交大知识经济
圈逐步构建。

把产业功能区作为防止“城市
碎片化、产业空心化”的关键举措，
作为破解“产业优势不突出、城市形
态不宜居、社会治理不均衡”的治本
之策，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和经济组
织方式革命，金牛三大功能区在经
济质效、城市面貌、要素聚集等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

通过整体谋划、片区开发，金牛
区将三个功能区细分为有机联系的
10 个功能组团实施连片开发，已累
计完成土地整理 1.12 万亩，释放经
营性用地 6400 余亩，项目新开工
829.5万平方米。

通过龙头项目牵引带动，金牛区
全面启动总投资1455亿元的69个重
点项目，现代都市工业功能区新开工
建设现代都市工业港等重大项目18
个，天府国际商贸商务功能区新开工
建设保利时代等重大项目11个，环
交大科创文创功能区新开工建设旭

泰花照等重大项目13个，产业功能
区的集聚度和实物量不断提升。

下一步，金牛区将继续坚定践
行生态圈理念和人城产逻辑，聚焦
主导产业抓龙头项目攻坚。现代都
市工业功能区将重点围绕研发总部
型和平台赋能型企业加强招引，着
力打造“千亿级都市工业新区”；天
府国际商贸商务功能区将突出“四
川名品馆”等进出口展销平台建设
运营，高水平建设人北TOD商务商
业中心、荷花池川派服饰基地、凤凰
山国际美食城，着力打造“城北生活
消费新中心”；环交大科创文创功能
区将引进复星旅文、保利文化等城
市优秀合伙人，加快时代中国西部
科技中心等总投资348亿元的产业
化项目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宾天府
文化园、环交大知识经济圈、新金牛
公园 TOD 智慧商圈，着力打造“蜀
都味国际范公园化产学社区”。

片区谋划、组团推进
城市格局由“散乱无序”向“极核支撑”转变

聚焦主业、突出特色
产业发展由“同质低端”向“错位高端”转变

在功能区建设推进上，金牛区
坚持“产业发展到哪里、功能配套就
跟进到哪里”，规划布局58个“15分
钟公服圈”，推动优质文、教、娱、医、
商等配套向功能区集聚，新建社区
综合体8个、学校26所、医疗服务机
构8所、人才公寓30.6万平方米，产
业社区便利化宜居性不断提升。

结合功能区“人城境业”发展
需求，金牛区大力植入生活性服务
业，加快建设新桥、九里堤国际化
社区，完成三泰魔方、中铁鹭岛等3

条特色街区打造，引入山姆会员
店、威尔士西南旗舰店等知名商业
品牌，打造禅驿院子、成都当代影
像馆等网红消费打卡地，多元消费
场景加快构建。

接下来，金牛区还将加快推进
3 个新兴商圈、10 条特色街区、17
个社区综合体、40所学校等生活配
套建设，着力构建“三生共融”的

“15分钟公服圈”，促进产业人群在
功能区消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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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布局、高位均衡
功能配套由“资源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3/

天府国际商贸商务功能区 金牛区供图

2017年女乒世界杯冠军朱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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