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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 17 时许，位于成都露天音
乐公园的成都金钟广场正式揭幕。在秋高
气爽的时节，著名作曲家赵季平等国内外
音乐界人士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
时刻。

童声合唱、器乐演奏、阿卡贝拉……揭
幕仪式现场，成都东方茉莉青少年合唱团、
成都市音协的音乐工作者们以“体验式”的
路演方式，全新演绎《我爱你中国》《红旗飘
飘》，令人感受到了无处不在的音乐氛围和
魅力。随着一批大众耳熟能详的音乐家纷
纷为成都点赞，“爱音乐·爱成都——为音
乐之都点赞”专题活动也热烈启动。

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秘书长韩新安在致辞中赞赏成都市为金
钟奖所作出的努力，为金钟奖注入了新的
活力。他说，成都是第一个以纪念广场的
形式来承载“金钟文化”的城市。这座具有
独特艺术性、设计感和功能性的广场，实
现了金钟奖与成都在音乐内容和载体上
的充分结合，这对于推动金钟文化与天府
文化有机交融，趁势打开新境界、开创新
格局，推动成都音乐产业发展和国际音乐
之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金钟广场位于成都露天音乐公园
北部，占地约800平方米，由金钟奖主体装
置雕塑、中国音乐金钟奖展墙和广场空间
三部分构成。其中，主体装置雕塑由中国音
乐金钟奖徽标立体演绎而成，连同基座高
7米；展墙基于原有凤凰彩色羽毛式样的
圆弧形钢制装置基础融合设计而成，展墙
内容为四川、成都 9 位近现代著名音乐
家，他们分别是音乐学家王光祈、军旅作
曲家王锡仁、“中国四大女高音”郎毓秀、
四川新音乐文化先驱叶伯和、著名作曲家
黄虎威、词作家邓禹平、音乐理论家刘雪
庵、男高音歌唱家练正华、作曲家陶嘉舟。

揭幕仪式导演，成都市音协主席马薇
告诉记者，“中国音乐金钟奖落户成都，点
燃了这座城市的音乐基因。爱音乐、爱成
都已成为成都的音乐人和广大市民的普
遍认同。成都市音协发起‘爱音乐·爱成都
——为音乐之都点赞’的全民参与活动，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集中展示成都音协的
整体精神面貌和实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张世豪 摄影 王勤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圆满落幕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圆满落幕

20名选手获金钟奖
曹鹏郑秋枫获“终身成就音乐艺术家”称号

体现成都建设
“国际音乐之都”实力成功举办

作为中国音乐界最具权威性和鲜明导向
性的国家级专业赛事，金钟奖走过了近二十
个春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音乐人才。这
次金钟奖在四川成都举办，是该奖创办近20
年来首次走进我国西部地区。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
在致辞中说道，“自2001年创办以来，金钟奖
已经走过18个年头。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金
钟奖评奖机制更加科学，项目设置更加合理，
比赛质量稳步提高，品牌效益与日俱增。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文联、中国音

协成立70周年，站在新起点再出发的第十二
届金钟奖，国家级专业大奖的政治方向、文化
导向和价值取向更加鲜明。”

与此同时，叶小钢对为本届金钟奖成功
举办付出辛勤努力的成都市政府及有关单位
表示衷心感谢。“成都市人民政府对本届金钟
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各项赛
事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有力保障，体现出
成都打造‘国际音乐之都’的坚定信心和强劲
实力，展现出成都积极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

距离成都正式启动实施建设“三
城三都”专项行动计划已近一年。现
在，成都将交出怎样一份“答卷”，接下
来工作重点是哪些方面？

昨日，在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成都市政府提请审议了《关于“三城三
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
告》。《报告》提出，下一步，成都将以重
大项目、赛事、活动等为载体继续强化
产业聚集能力，并建立起“三城三都”
品牌专业运营机制。

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成都市
文创业增加值734.3亿元，占GDP比重
7.4%；旅游业总收入1900亿元，同比增
长25%；体育业总收入328.5亿元，同比
增长13.6%；餐饮业总收入751.3亿元，
同比增长18.3%；音乐业总收入231.8
亿元，同比增长19.1%；会展业总收入
652.9亿元，同比增长20.6%。上述各行
业总收入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成都全
力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体
融合、创新、跨界发展。

为了提高“三城三都”产业承载能
力，成都已规划形成了22个以“三城三
都”相关产业为主的功能区。按照“世界
一流”“国际性”原则，全市筛选、建设起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等支撑性项目。近一
年来，成都新增文创园区280万平米、文
创空间800多个，西部智谷等现代服务
业园区多元业态互动发展。63条精品
特色街区获得提档升级，特色街区的
吃、住、购、娱等功能更完善。全市充分
挖掘利用古镇、古村落资源，加快建设
音乐、运动、康养小镇和特色村。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接下来“三城三都”建设怎么做？
记者在会上获悉，下一阶段，成都市将
着力塑造品牌、壮大产业、强化政策，
完善人才保障，确保“三城三都”建设
工作加快推进。全市将以重大项目、重
大场馆、重大赛事、重大展会、重大活
动为载体，培育“三城三都”产业聚集
能力，加快建设西博城国际会议中心、
国际川菜小镇、西部网络传媒中心、中
车数控共享城、高新体育中心、成都音
乐坊等一批对产业发展全局具有重要
引领性、支撑性作用的重大项目。

按照承载国际高级别体育赛事和
专项顶级赛事标准，全市正加快建成
天府奥体公园、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
山体育公园、大运村等重大功能性场
馆和体育设施，以高质量地举办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国际乒联男子世界杯
等体育赛事活动。

同时，成都还将按计划高水平举
办第14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
作洽谈会、第19届世界生产力大会、
2019亚洲教育论坛年会等重大展会。

建立品牌专业运营机制

为加强品牌塑造，成都将积极推动
“三城三都”品牌研究、文化标志管理和
衍生品开发，建立“三城三都”品牌专业
运营机制。通过建立与国际主流媒体、
中央权威媒体、行业专业媒体的沟通交
流机制，成都将建强市级媒体国际传播
矩阵。成都还将围绕“三城三都”建设成
效，推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传播平台，
并借助旅游体验中心等海外基地，开
展文化经贸旅游展会等交流推介活
动，讲好“三城三都”建设故事。

此外，政策配套将得到进一步强
化。全市将开展“三城三都”建设重大
专项课题研究，进一步研究和深化“三
城三都”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实践路径，
推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出台专项产
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并进一步完善
部门和区（市）县的联动机制。

为吸引聚集更多相关企业人才，
成都将继续研究出台人才培育和引进
相关政策，把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相
结合，建设人才培育载体，建立人才激
励机制，畅通人才引进渠道，完善人才
服务保障，落实人才信息发布制度。同
时，全市将继续积极组织人才专项招
聘活动，吸引行业领军企业和高端人
才进驻成都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
迦 李彦琴

品牌专业运营、顶级赛事活动……

“三城三都”建设
下一步这样做

声乐（民族）
马小明 中国音乐学院报送
毛一涵 北京音乐家协会报送
李勇君 中国歌剧舞剧院报送
陈思里 北京音乐家协会报送
赵 越 中国煤矿文工团报送

声乐（美声）
李 鳌 山东音协报送
蔡静雯 广东音协报送
王一凤 中国歌剧舞剧院报送
李思琦 武汉音乐学院报送
胡斯豪 上海音乐学院报送

小提琴
党华莉 中国音乐家协会小提琴

学会选送
何 畅 中央音乐学院选送
林瑞沣 上海音乐学院选送
吴喜悦 上海音乐学院选送
王佳稚 中央音乐学院选送

二胡
高 白 中央音乐学院报送
黄晓晴 中国音乐学院报送
王 啸 中央音乐学院报送
钟笑天 上海音乐学院报送
孙瑶琦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报送

“我们自信，我们前行，看中华儿女走向
新的天地，我们一起奋进接力，让我们一起播
种希望耕耘土地……”朴实真挚的歌词，铿锵
有力的旋律，一首《新的天地》气势雄伟，令人
激情澎湃，也拉开了这场音乐盛会的序幕。

10月28日19：30，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

主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放歌十月·盛
世金钟”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颁奖典礼
暨闭幕音乐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盛大举行。
近300名参赛选手经过8天的角逐，决出了金
钟奖二胡组、小提琴组、声乐（民族）组、声乐
（美声）组的20名获奖者。

高白、马小明等
20名选手获本届金钟奖登台领奖

近300名参赛选手经过8天的角逐，决出了
金钟奖二胡组、小提琴组、声乐（民族）组、声乐
（美声）组的获奖者。在昨晚的颁奖典礼上，高
白、李鳌、马小明、党华莉等20名选手获得本届
金钟奖。他们，不仅是中国音乐界又一批新
星，还为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增添了音
乐的无限魅力和永不消失的音乐风景线。

有英姿飒爽的年轻力量，也有老当益壮
的音乐家。在昨晚，著名指挥家曹鹏与著名作
曲家郑秋枫一同，获颁发“终身成就音乐艺术

家”荣誉称号。曹鹏老师是同新中国一起成长
的著名指挥家，早年留学莫斯科音乐学院，为

《龙须沟》等几十部中国电影录配音乐。
作为老一辈著名作曲家，郑秋枫老师创

作了歌曲《我爱你中国》、《帕米尔，我的家乡
多么美》、儿童歌曲《蓝精灵之歌》、舞剧《五朵
祥云》等精品力作。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用优美的旋
律谱写了大量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美好生
活的主旋律作品。

部分获奖选手和评委
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同台演出

颁奖仪式后，本届金钟奖部分获奖选
手和评委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出。叶
小钢的钢琴协奏曲《星光》首演于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式。此次，著名钢琴演奏家元
杰指尖下流淌的“星光”让成都乐迷如痴如
醉。在这座有着音乐气质的成功之都，搭建
起中国音乐最高赛事平台，为四面八方怀
揣音乐梦想的歌者、演奏者提供了绽放艺
术梦想的可能。

在接下来的表演中，无论是毛一涵演唱
的《最美的一叶藏在心》、蔡静雯演唱的《爱
情帮助我克服软弱》、马小明演唱的《雪白的

鸽子》，还是党华莉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高白演奏的《第五二胡
狂想曲—赞歌》，都让成都观众领略到年轻
金钟奖获得者的超强实力。

歌唱家迪里拜尔、黄华丽、王宏伟作为本
届金钟奖的评委，也登台献唱。黄华丽演唱的

《我爱你中国》，便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音乐
艺术家”荣誉称号的郑秋枫老师创作的歌曲。
这首有着浓浓中国元素的美声唱法的歌曲，
由黄华丽高亢靓丽的嗓音诠释出来，让大家
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音乐会在大型原创交
响合唱《新时代的光芒》中落下帷幕。

首次以纪念广场形式
来承载“金钟文化”：

成都金钟广场揭幕

新 闻 链 接新 闻 链 接

声乐（民族）比赛获奖选手

毛一涵

金钟奖
获奖名单

港“不通”
“把码头资源让
渡给各城市。”

从南宁出发，约42分钟，即可抵达钦州东
高铁车站，再乘坐港城线路，约两个小时后，
能看到钦州港巨大的龙门吊。

不过，这里并未呈现出想象中的繁华。两
个小时车程鲜少看到成规模的配套产业，记
者站在钦州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门口，半个

小时未能打到出租车或者网约车，附近最“繁
华”的生活配套，由数家兰州拉面、便利店等
小店构成，9月27日中午12：00-13：00期间，吸
引了众多口音不同的临港产业从业者。

这一轮《规划》的关键，就是港口。《规划》
中，三条通路的北部湾出海口，主要就是北部
湾港。

北部湾港是天然深水港，由防城港区、钦
州港区和北海港区组成。其中钦州港区重点
发展集装箱，防城港区重点发展大型散货，北
海港区则以邮轮码头著名。尤其是钦州港备
受关注，在业界看来，“集装箱是世界物流发
展新趋势。箱对箱成本低、便利性好。”

不过，现在这里的集装箱还未能“唱主角”。
在这里，智慧码头正在修建中，目前运行的泊位
中，5个用于散货，6个用于集装箱。面朝大海，广
阔的堆场被分为两个部分，左手为集装箱，以货
主或者货种来区分，右边则是散货堆场，当日来
自东南亚的木材正在卸货，一堆连着一堆。

“这里定位是集装箱干线港，逐渐会压缩散

货。”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此前钦州港主要做散
货，陆海新通道改变格局，未来将集中做集装箱。

就在今年7月31日，广西新通道国际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揭牌。这是一次重组。北部湾
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港务集团”）是
广西沿海唯一的公共码头投资运营商，此前
港务集团曾与两家企业合资不同主体公司管
理钦州港，此次整合股权成立专门公司，专门
负责钦州集装箱码头建设、运营。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
长李凯善告诉记者，此次加入的还有重庆与
成都，各占2.5%的股份，“把码头资源让渡给
各个城市。”

不过，在广西企业、专家看来，钦州港的
问题不仅仅在于港口。孙剑巍表示，集装箱航
线不足也是问题，进出口欧美、南美、非洲、中
东的货物需要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港口进
行二次接驳，才能发往目的地，增加时间成本
7天以上，同时还增加了中转成本，比如，北部
湾港就比湛江港高约50美元/柜。

此外，收费也亟待规范，比如货物里上船的
“最后一公里”，存放市场就没有规范性。究其原
因，孙剑巍认为是市场还未起来，“因为货物不
多，中小企业需要维持利润。如果市场够大，专
业级玩家就会进来。这个局面很快会突破。”

另一个问题，是硬件设施的不通。比如钦
州港目前最大泊位码头是12万吨，没有20万
吨泊位码头，大宗货物成本难有竞争力，只能
进10万吨船舶，吨矿运费较其他有20万吨泊
位码头的大港高4美元左右，直接导致欧洲、
地中海和远东的20万吨散货和集装箱船舶改
走广东港等其他港口；钦州和防城港的航道
积淤严重，钦州港10万吨的航道只能走7万吨
的货船，防城港20万吨的航道只能走16万吨
的货船，无形中也增加了物流成本。

致公党广西民大支部杨静林总结自己的
调研印象，“北部湾港口需要成熟的临港产
业，需要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

陆海新通道的新局，需要更多“重组”
力量。

没有20万吨泊位码头，大宗货物成本
难有竞争力，直接导致欧洲、地中海和远东
的20万吨散货和集装箱船舶改走广东港等
其他港口

上接01版
紧接01版 要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特别是结合成都大学发展
规划，加强学科建设，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

市领导刘守成、刘玉泉，市政府秘
书长周先毅等参加现场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