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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创意设计周”配套活动，7日晚，
一场以“啓·風雲”为主题的中国设计大秀在武
侯祠博物馆荐馨殿广场上演。中国设计大秀至
今已成功举办5届，今年首次与《时装L'OFFI-
CIEL》杂志共同呈现，Le Fame、RAZZLE、
YES BY YESIR、ERDOS、BANXIAOXUE五
大著名设计师品牌联袂演绎时尚潮流，红墙竹
影辉映间，为观众送上设计视觉盛宴。

大秀中，五大品牌轮番为观众们展现了
最新时尚潮流趋势。第一幕Le Fame颠覆传统
中式审美，西方的剪裁方式和中式传统元素
得到了完美的结合，用荒诞超现实的手法打
造浪漫东方女性形象；第二幕RAZZLE渲染
出了时尚新时代的廓形，剪裁利落、结构精巧
的街头服装代表了技艺和制作的升华，凸显
了鲜明的轮廓；第三幕YES BY YESIR融合
当代精神的浪漫主义论证与感性艺术情怀追
求，颇具新意的高超剪裁、修饰女性形体的多
变版型、简约精巧的雅趣设计，设计师以法式
立裁艺术，锻造出属于现代东方女性的别样
优雅；第四幕ERDOS以多元维度的设计层次
贯穿时装秀，羊绒在极具视觉张力的色彩、廓
形以及与其他材质的跨界对撞中，于流动光
影间展露其独特力量，不动声色中蕴含能量；
第 五 幕 BAN XIAOXUE 灵 感 来 源 于

“PRESENT 礼物”，分别从亲密关系、时光、
陌生人等不同维度去解读礼物的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在脑洞大开的创意设计世界里，边界从
来都是用来被打破的。正式加入世界设计协
会（WDO）后，成都创意设计周将与世界设
计周在创意设计领域广泛合作，让双方在设
计师交流、创意作品互动展示、项目合作落
地等多方面实现创意共享和共赢。

走向国际 实现创意共享和共赢

本届创意设计周期间，劳拉·瓦瑞
（Laura Vare）、亨利·约丁（Henri Judin）等
一批芬兰顶尖年轻设计师，将通过Ebba沙
发、Po镜、藏灯等极具设计感和时尚潮流
的作品，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创意手法，
为现场观众呈现一幅当代生活与创意设
计、艺术融合共生的完美画卷。

“今年，成都创意设计周将正式加入
世界设计协会（WDO），未来成都会有更
多创意设计资源和人才走向国际平台。”
世界设计周联盟主席，芬兰赫尔辛基设计

周创始人、总监科里·科可曼（Karikman）
表示，芬兰有着丰富的创意设计资源，而
成都则拥有创意设计的优秀基因和千年
文化底蕴，世界设计周与成都创意设计周
在创意设计领域的广泛合作，将让双方在
设计师交流、创意作品互动展示、项目合
作落地等多方面实现创意共享和共赢。

创意设计+ 打造可消费的天府文化IP

一曲古色古香的陶埙演奏，一杯饱含
天府神韵的清茶，让现场陶艺制作变得更
加优雅和沉醉……在新西南陶艺文创产
业园精心打造的创意体验区里，“古驿、桃
花、客家、汽车”等成都龙泉文化符号，可
看、可听、可玩、可消费的“沉浸式”新体
验，以陶艺创作的“宽窄巷子”、“洛带古
镇”等成都文化地标，让成都创意设计IP
更具“成都味”。

成都创意设计周执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成都创意设计周连续成功举办五年
来，不仅汇聚了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金沙
博物馆、梵木创艺区、崇州竹艺村等成都
本土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文创园区、企
业、项目参展，而且通过与国内外文创领
域顶级行业协会、创意大赛等的合作，让
成都与全球创意设计界实现了区域大联
动、大合作，推动了成都文化资源、创意设
计、产品研发、创意推广的产业链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陶轲

作为第二届进博会的活动之
一，11月7日，第十届中国国际肉
类大会举行。“中国民间有“无肉不
欢”的说法，肉类在老百姓生活中
非常重要”，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
费促进司主持工作的副司长王斌，
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肉类市场的
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分析、预测。

王斌举出一组数据，非洲猪瘟
对于生猪、猪肉产量、价格的影响，

“今年前第三季度猪肉产量同比下
降17.2%，第三季度猪肉产量同比
下降 40%左右。”为什么第三季度
下降得这么快？他解释说，在国家
稳定生猪生产市场一系列政策下，
生猪生产补栏积极性很高，特别是
能繁母猪的存栏量 9 月份后显著
回升。针对10月中旬后，猪肉供应
减少，价格一波快速上涨，他表示，

这与企业把小猪留种猪、留成能繁
母猪有直接关系。

王斌做出预测，如果非洲猪瘟
疫情不会继续反复大规模出现，

“预计2020年下半年，这些恢复的
产能将会逐步释放，增加猪肉市场
的供应，状况会在明年下半年明显
缓解。”

近年来，中国肉类进口规模不
断扩大，市场开放显著增强，肉类
进口企业超过了 1000 家，比去年
增加了 30%。“进口规模的增长非
常快”，王斌介绍说，今年以来，前
9 个月中国进口肉及食用杂碎的
进口量419万吨，超过了2018年全
年，预计全年的总进口量将超过
500万吨创历史新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
者 李奕 严丹

商务部官员：
今年肉类进口或创500万吨新高

潮潮

工业设计、旅游胜地、动漫游戏
……成都创意设计周即将好戏上
演，为不同领域的“潮人”备上大餐。
11月8日，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
将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揭
幕。昨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率先进入展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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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末来创意设计周
看最 成都

在工业创意设计（国际）馆，记者远远就
看到了以红色为主题色的iF设计奖展区。
作为工业设计领导机构之一，该奖项这次带
来了2019年最新最前沿的iF获奖作品，包
括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共计约110件作品，
其中包括2019年7件iF金奖获奖佳作。

转过一个拐角，以白色为主题的展
区，充满线条流动的感觉，那是出自AA
建筑联盟学院的手笔。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该学院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独立建
筑教学院校，也是世界级顶尖建筑学府，
多位素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
兹克奖”获奖得主在此受教成才。

据悉，创意周期间，该学院将与成都
创意设计周、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联合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AAVS·Chengdu 项目
正式落户成都，共同建立教学中心。此
外，各种来自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
亚、约旦、尼泊尔等国的文创产品，将为
观众提供窗口，感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全球创意设计的魅力。譬如，意大利
时尚品牌POP BAG将展示其采用PET
材料制作的环保“包包”，可实现100%循
环利用；来自芬兰的产品设计师则将带
来一系列“北欧风”产品。

创意周开幕当天，“新旅游·潮成都”的10
条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将对外发布。这些景点
将以绿道为纽带，以古蜀秘境、非遗文化、匠
心经典、客家风情、古镇探秘、近代历史、田园
风光等为主题，被有机整合起来，形成新潮、
时尚、创意和体验感十足的“绿道新玩法”。

除了本土景点，海外旅游胜地也来到了
创意设计周。一间芦苇小屋里挂着一幅老太
太的油画，窗外小桥流水，木桥和房屋铺着
白雪。这幅由模型与图画构成的“荷兰印
象”，描绘的是荷兰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羊角村。此次参与成都创意设计周，羊角村
不仅将让成都市民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荷兰
乡村风情，也希望以其特有的可持续概念设
计模式，为成都及其他中国城市，提供集酒
店创新、美食、农业和可持续旅游业的乡村
深度融合发展方案。

本次成都创意设计周还将天府绿道的
皮划艇体验点搬到了展馆现场，观众们将有
机会体验“绿道水上运动”新玩法。届时，观
众们不仅可以在一旁的划船机上进行皮划
艇模拟体验，更可以在现场搭建的这个面积
为60平方米的水池中真实感受皮划艇运动
的魅力。川籍皮划艇世界冠军赵晓俐将来到
现场，指导观众们开展该项运动。

在数字创意设计馆，制作出《哪吒之魔童
降世》的可可豆动画展位“明晃晃”地伫立在显
眼的位置。成都市动漫游戏协会秘书长罗霄告
诉记者，这次共有16家本土动漫、游戏企业参
加成都创意设计周。明天起，《哪吒之魔童降
世》动画电影的原画将在该展区展示。9 日，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主创团队将来到现场。
成都魂喵科技有限公司将把旗下的“虚

拟主播”们带到现场。该公司商务总监杨恒睿
向记者解释道，“虚拟主播”是这两年刚刚兴
起的视频直播形式。与传统的真人主播不同，
虚拟主播们在录制和推送直播视频时，需要
穿戴动作捕捉装置，同时使用面部捕捉技术，
以卡通动画的形象示人。该公司原本从事手
游开发，于去年初转型做虚拟主播产业，经过
一年多时间慢慢站住脚跟。杨恒睿告诉记者，
本土化是其旗下虚拟主播的一大特色，除了
熊猫、道袍等视觉元素外，主播们还会在视频
中使用本地方言。

此外，在上届成都创意设计周中大受好评
的“天府好版权”授权展将再次登场——精选国
内外知名IP和本土优秀版权IP：“开心麻花”、故
宫精品文创、兰博基尼、宾利、阿里巴巴集团创意
IP矩阵“阿里鱼”等都将在展览上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迦 李彦琴

环保包包、北欧风“尖货”
汇聚全球最in最潮的创意

国内外精品旅游胜地来“种草”
游客还可现场体验皮划艇

《哪吒》主创到场、原画展示
本土虚拟主播将现场直播

共享
创意 世界设计周来蓉寻“优秀基因”

武侯祠昨晚上演
中国设计大秀

◆同步播报

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将于今日开幕 摄影记者 陶轲

逛 玩 看

各个展台已进入最后布置阶段

认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
发扬成绩凝神聚力

紧接01版 这是在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领导下，组委会、军地各有关
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湖北省及
武汉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精心
组织、精益求精，广大市民以主人
翁姿态热情参与、积极奉献，为军
运会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各有关方面要
认真做好总结和表彰工作，发扬
成绩，凝神聚力，激励广大干部群
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
行，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军
体健儿参赛。运动会设置了27个大
项、329个小项的比赛，各国军人运
动员以顽强的毅力挑战极限、攀
越新高，共打破7项世界纪录、85项
国际军体纪录。中国人民解放军
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33枚金牌、64
枚银牌、42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
奖牌榜第一，实现中国队在世界
军人运动会赛场比赛成绩历史性
突破。

紧接01版 两年多来，成都发展理
念、发展战略、发展格局、发展动
能、发展路径、城市能级、治理方
式、干部作风发生了显著变化，干
部思维层次能力素养、市民思想
境界综合素质、社会政治生态舆
论氛围发生根本性、积极性改变。
要充分认识党建引领城市发展的
显著成效，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
机关党建工作的决心信心。

范锐平强调，市直机关及党
员干部认识水平、专业能力、干事
境界、实干作风直接影响全市党
员干部风气，影响基层士气和工
作质效。当前，成都加快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的战略布局
已基本成型，关键在抓落实、见成
效。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提高
执行力，提振精气神，推动战略目
标全面完成、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要带头加强政治建设，在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上走在前列作好表
率；要带头加强能力建设，在实心
干事科学作为上走在前列作好表
率；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在深学
力行敢为善成上走在前列作好表
率；要带头加强制度建设，在服务
基层服务市民上走在前列作好表
率；要带头加强纪律建设，在营造
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政治生态上走
在前列作好表率。

范锐平强调，党建工作归根
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关键要坚持
从严管理和关心激励“两手抓”

“两手硬”。要正确处理党建工作
与业务工作、勤奋专注与高质高
效、严督实导与支持帮助、严格
管理与关怀激励“四个关系”。要

坚持统筹推进，把党建工作和业
务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
起落实、一起检查。要改进工作
方式方法，绝不能简单地把“勤
奋敬业”与“加班加点”划等号。
要进一步改进督导方法，有针对
性地为基层出主意、提建议、解
疑难，使督导工作成为深化思想
认识、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实绩
实效的过程。对党员干部既要从
严要求、从严管理，又要真情关
怀、有效激励，促进干事创业、担
当作为。

范锐平强调，市直机关党建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齐抓
共推、形成合力。市委党建领导小
组要定期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及
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市直机关
工委要充分履行“统一领导、指导
督促”职责。各部门党组（党委）要
加强对本单位党的建设的领导，
党组织书记要把“书记”作为第一
职责，党组（党委）其他成员要落
实“一岗双责”，机关党委书记要
聚精会神抓党建，决不做“挂名书
记”。要开展机关党务干部能力提
升工程，把党务干部培养成为政
治上的明白人、党建工作的内行
人、干部职工的贴心人。

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市场监
管局等8个单位作了交流发言，市
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等作
书面交流。

市领导胡元坤、谢瑞武、王川
红、苟正礼、陈建辉、郝康理，市直
各部门、区（市）县负责同志，全市
优秀党支部和优秀党员代表参加
会议。

上接01版 范锐平一行沿着环线
绿道细细察看项目整体规划建设
情况，了解猕猴桃种植、产品销售
及出口情况。他指出，没有良好的
生态本底，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就无从谈起。绿色是蒲江的底色，
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度
挖掘绿色资源，加快乡村形态改
造和功能提升，推进川西林盘保
护修复，构建多元消费场景，推进
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让更多群
众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要重
点围绕猕猴桃、柑橘、茶叶三个主
导产业，加快推进产业功能区建
设，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
链，构筑城市战略竞争新优势。

随后，范锐平一行又来到天
府农创园，实地考察了水肥一体
化智能化演绎中心、农产品精深
加工研究中心等，与入驻企业、机
构深入交流，了解规划建设、企业
与科研机构合作情况。范锐平指
出，要抢抓川藏铁路建设等重大
历史机遇，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

济工作，吸引更多的头部企业入
驻。要坚持“跳出农业看农业”，以
工业的理念推动农业发展，以重
大项目为载体设计规划更多“引
爆点”，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实
现乡村振兴。

范锐平强调，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一
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要全面对表对标全会新要求新部
署，更加注重推进机制与落实机
制、系统改革与专项改革、长远谋
划与近期工作的协同高效，进一
步围绕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
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生态价值
转化等着力创新机制，把制度优
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在结合上
下功夫，把开展主题教育同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
署结合起来，同推动本地本单位
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
两促进。

市领导胡元坤、左正参加调
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