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成都的记忆中永远有猛
追湾的一席之地。老茶楼、川剧
院、游泳池、钵钵鸡、国营厂……
那里有过最成都的市井烟火气，
也有过城市发展时代变迁中，最
鲜活有情怀的故事印记。

城市发展得太快，似乎每天
都在发生新的惊喜。只是许多人
未曾想到，老成都的“记忆标签”
猛追湾，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
象重新亮相。

老的记忆和故事从未改变，
只是完成了有机更新后，猛追湾
的“标签”，转变成为了文化旅游
新IP。

事实上，成都的许多老街区，
都纷纷变了样。成都正在实施打
造的天府锦城项目规划了“八街
九坊十景”，对街、坊、景进行功能
业态植入、景观提升、交通改造，
意在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

猛追湾，正是“八街九坊十
景”中的“九坊”之一。

11月11日，记者来到刚刚
正式开放不久的猛追湾市民休
闲区一期项目进行探访。故
事馆、网红书店、共享办公、
剧社茶馆……还有由香香
巷延伸打造的香香2
巷、香香3巷……老故
事尚存，新的IP，也
已然诞生。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转晴 7~18℃ 南风 1~3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915期 总编辑 李少军 值班编委 田缨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农历己亥年十月十八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7677175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邮发代号 61-604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今日12版

事实上，更新后的猛追湾，
可以打卡休闲游玩的点位还有
很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猛追湾市
民休闲区一期项目，覆盖猛追湾
街道全辖区 1.68 平方公里，范
围包括了锦江滨河成华段、猛追
湾街西侧、天祥街望平街（含祥和
里、香香巷）。

该片区按照“以空间形态促业
态提升、以业态促空间形态优化”
的思路，对城市现有形态、业态、
景观等进行优化调整。同时，结合
业态调整对锦江滨河景观带进行
了提升塑造，力争打造一流滨江
公共空间和“老成都、蜀都味、国
际范”的市井特色时尚街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探访时看到，备受欢迎的香香巷，
如今在附近多了两条同名小巷，
香香2巷和香香3巷。

据万科西部产城相关负责人
介绍，将香香巷也作为老成都美
食街的IP来打造，于是新打造了
同一系列的香香2巷和香香3巷。

原本的1巷是以成都美食体
验为主，2000年开街对外营业，街
道长度不足100米，宽约2米。本次
项目改造对风貌、景观、光彩、业

态整体提档升级，汇聚了20余家
川菜馆、火锅、泰国菜、慢摇酒吧
等美食休闲娱乐商家。

而新打造的2巷则是以水
饺、鳝鱼面这些成都传统知名小
吃为主，以小吃博物馆的形式来
呈现。3巷则主要是轻餐、咖啡、
德国手工酸奶等国际化的多元
美食呈现。

沿河的滨河主题商业街也已
正式亮相。这条长约1千米的商业
街，除了景观提升打造，更引入了
功夫动漫笨酒店、咖啡西餐的品
牌首店WE、日本甜品成都首店
浅田菓匠等30余家网红轻餐甜
品，这里将打造成“最成都”特色
美食文化街巷，进一步丰富夜游
锦江消费新场景。负责人表示，滨
河主题商业街以及香香巷的打
造，都是以多元化的美食体验为
主，希望实现“美食之都在成都，
要吃必到猛追湾”整体效果。

此外，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天
府锦城项目“八街九坊十景”正在
如火如荼打造中。除猛追湾市民
休闲区一期开放，枣子巷特色街
区也已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吕国应

13日，记者从正在成都举行的
第六届“国际农科院院长高层研讨
会（ GLAST-2019）”获悉，与会代
表通过了《第六届国际农科院院长
高层研讨会成都宣言》，同时中国农
科院“国际农业科学计划（ CAAS-
TIP）”也在会上启动。

记者了解到，中国农科院“国际
农业科学计划（ CAASTIP）”总体
目标包括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加强
全球伙伴关系建设、通过全球协作
共同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国农科院将在未来5年划拨
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国际农业科
学计划”的实施，同时将积极调配国
内外其他的可用资源。“国际农业科
学计划”欢迎全球伙伴积极参加，并
鼓励外部伙伴进行一定数量的资金
或实物配套。

其中第一期研究计划将围绕
农业绿色发展，重点在分子设计育
种、智慧农业、农业生物安全、农业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领域设计合
作项目。

根据研究内容，每个项目可以
根据需要分别建立工作机制、评价
体系和中外管理团队。中国农科院
将组织专家对所有“国际农业科学
计划”项目进行定期评审，以保证项
目的有效实施。项目合作方式将通
过组建国际管理委员会、组织国际
研讨会、开展人员长短期交流等方
式进行。

中国农科院号召包括各国国家

级农业科研院所、国际研究机构、私
营部门等在内的全球农业研究合作
伙伴支持和加入“国际农业科学计
划”，共同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做出努力。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什么是“国际农业科学计划”

过去十年，中国农科院在国际
合作创新以及对国际事务的参与
中都取得重要进展，许多通过国际
合作产生的研究成果和国际型研
究人才已脱颖而出。同时，通过分
享发展经验和成功模式，带动了发
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农业科技创新的进步。中国
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创新，自2013年
起，通过财政专项设立了“创新工
程”，以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服务
重大产业需求。

在此背景下，中国农科院决定
发起“国际农业科学计划”，设立专
项资金，聚焦国际农业科技前沿，着
眼于未来全球农业科技创新与发
展，面向国际农业科技界普遍关注、
对世界农业科技进步具有重要影
响、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的重大科
学问题，设置重点支持领域，鼓励和
资助科研人员立足多双边合作，在
科研“上游”开展国际协同攻关研
究，有效提升科研创新水平，深度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猛追湾市民休闲区一期近日正式开放猛追湾市民休闲区一期近日正式开放

新IP出世老故事尚存

成都人都很熟悉东风大桥以
及旁边的望平坊。河流蜿蜒，桥边
曾有成华国税的老办公楼，隔壁
还有人民纸箱厂以及东风路的旧
院落。这些，都是望平坊所包含的
区域。而望平坊，正是猛追湾市民
休闲区一期项目的重点打造区域。

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来到已经开放的猛追湾城市
更新项目一期进行探访。此时，老
成华国税局的办公楼，已然变成
了集“猛追湾故事馆”、“几何书
店”、“共享办公”多种业态于一体
的新空间。

一二层的“猛追湾故事馆”，
随时向市民免费开放。在里面，通
过数字技术和3D投影等等高科
技手段，市民们可以看到猛追湾
长长的故事。

据猛追湾片区城市更新联合
体牵头方万科西部产城相关负责
人介绍，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
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156个项
目，有99个落户在成都东郊。上世
纪六十年代，一些国防单位从全
国各地迁到成都东郊，相继修建
起许多工厂，十数万科研人员和
生产工人从东西南北而来，让各

地习俗和成都本土风俗相融合，
生出了猛追湾的别样烟火。而这
些时代的缩影，在故事馆中，每一
帧画面都通过模型展现了出来。

馆中还打造了可以听川剧的
“微茶馆”和可以看到旧时光的上
世纪“游泳池”，那都是猛追湾的
独特记忆。

大楼三层与人民纸箱厂老楼
相连，那里是一家新晋“网红”，几
何书店。这是成都的首家“洞穴
风”书店，木椅、旋转台阶、拱形长
廊……几乎每帧画面都是一幅大
片。书店中桌椅整齐摆放，该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里也是在为年轻
人提供自习的空间。

再上至大楼的4-7层，就是
中小企业的共享办公区域了。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有13家企
业入驻。里面的公共区域包含了
路演区、睡眠舱、休闲区等等，而
如会议室，甚至打印机等的公共
设施，入驻的企业员工们只要刷
卡就能使用。

在纸箱厂老楼的3层，还有一
个颇受欢迎的梅花剧社。那里不
卖票，就如上世纪老成都的茶楼
一样，买杯茶，就能看戏听曲儿。

老成华国税楼和纸箱厂“华丽转身”
如今这里可以——
看书听故事、办公赏川剧

遍布美食的香香巷有了更多“兄弟”
下次可以试试——
品尝传统味道和国际美食

“国际农业科学计划”在成都启动
未来5年1000万美元支持实施

“洞穴风”几何书店

梅花剧社

香香巷

记者13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
到，我国将于2020年初正式实施地
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统一核
算各地区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

据了解，自1985年我国建立
核算制度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
值和地区生产总值采取分级核算
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国内生

产总值，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
地区生产总值。实施地区生产总
值统一核算改革后，国家统计局
将领导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工
作，组织各省区市统计局制定地
区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制定和规
范统一核算工作流程，进行统一
核算，核算结果统一发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实施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对于客
观反映国家和各地区经济规模、
结构和速度，正确研判宏观经济
形势及发展变化规律，推动科学
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十分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据新华社

我国将于明年初正式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本报讯 11月13日，成都市党政
代表团在上海学习考察。当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会见了由四川省委常委、成
都市委书记范锐平率领的成都市党
政代表团一行。

李强说，当前，上海正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
和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精神，加快建设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
中心，全力推进三项新的重大任务落
地落实，持续办好进口博览会。上海
的发展离不开全国各兄弟省市的支
持帮助，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
务、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
争，是上海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上
海和成都同处长江经济带，同为“一
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长期以来有
着良好合作基础。希望进一步发挥各

自优势，围绕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城
市治理等深化合作交流、促进共同发
展，为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作
出更大贡献。

范锐平介绍了成都经济社会发
展以及城市治理、新经济培育、特色
机构设置等情况。他说，近年来，成
都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朝着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城市的战略方向坚定前行。这次
来上海考察，就是要学习借鉴上海
在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以及超大城
市治理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进
一步拓展各领域合作交流，更好服
务国家战略，更好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和治理水平。

上海市领导诸葛宇杰，成都市
领导苟正礼、刘玉泉，四川天府新区
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任远参
加会见。

同处长江经济带，同为“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深
化合作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李强会见成都市党政代表团一行
范锐平：学习借鉴上海经验做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

■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重点产业、科技创新、城市治理
等深化合作交流、促进共同发展，为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作
出更大贡献。

■进一步拓展各领域合作交流，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更好提升
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3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巴西利亚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会谈。

习近平指出，上个月，博索纳罗
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
达成的共识正在得到积极落实。在刚
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上，巴西参展方的成交额比上届增
长3.6倍，成绩喜人。中巴作为东西半
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拥有广泛共
同利益。我们看好巴西发展前景，对
中巴合作充满信心，愿同巴西分享发
展经验，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
荣。我愿同你一道，把握好、引领好中
巴关系发展方向。

习近平强调，中巴都是大国，双

方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加强交往，筑牢互信。要相
互开放市场，探讨就农产品、铁矿石、
原油等基础性产品建立长期、稳定、
直接的供应渠道。中方支持本国企业
积极参与巴西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
联互通。推进数字经济、新一代通信、
材料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合作，预
祝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不久再次发射
成功，并共同推进后续合作。要扩大
人文交流，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中
方支持巴西政府为抗击亚马孙雨林
灾情所作努力，相信巴方有能力克服
灾害。要共同推动中国和拉美国家开
展全面交流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构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捍卫新兴市场国
家正当发展权益。中方支持巴西即将

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各方
一道，推动会晤取得成功。

博索纳罗表示，不久前我对中国
成功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就发展巴中
关系达成很多共识，我指示巴方有关
部门尽快落实。中国是世界举足轻重
的大国，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巴
西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敬佩、尊重和
友好的情谊，巴中合作对巴西的未来
发展具有日益重要意义。巴中经济具
有很强互补性，合作领域日益拓展。
巴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巴投资，在基础
设施建设和铁矿石，油气等能源领域
加强合作。巴方重视中国开放市场带
来的重要机遇，希望扩大双边贸易，
推动更多巴西农产品进入中国，巴方
也愿为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巴西提

供良好条件。巴方愿采取便利化措
施，促进双方人员交往和人文交流。
感谢中方在亚马孙雨林问题上支持
巴方主权，愿同中方就生物多样性保
护问题开展合作。感谢中方对巴方主
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给予的支持，
愿同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会晤取
得积极成果。

博索纳罗表示，感谢中国对巴西
的信任和友谊。巴西从长远角度重视
同中国加强广泛领域的合作，深化传
统友谊，造福两国人民。

会 谈 后 ，两 国 元 首 共 同 会 见
记者，并见证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的交换。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推动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的重要动力，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更加突出，已成为国
际竞争的制高点。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率队前往我市部分重
点企业现场办公，强调要坚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大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在蓉
转化及推广应用，不断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积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充
分发挥电子信息产业“领头羊”作
用，助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罗强一行先后前往先进科技
（中国）公司、科道芯国智能技术公
司、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公司、西

门子工业自动化产品公司、富士康
科技集团成都科技园、英特尔产品
（成都）公司等地，与企业负责人、一
线员工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半导
体装配、芯片研发制造、新型显示、
数字化车间运营等高新技术研发应
用、人才引进培育、企业经营管理等
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得知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产业
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时，罗强对此给
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保持定力、专
注创新，持之以恒抓发展，不断增强
自身核心竞争力，更好地迎接挑战、
决胜未来。

现场办公中，罗强强调，电子信
息产业作为我市龙头和支柱产业，对
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下转02版

罗强在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场办公时强调

充分发挥电子信息产业“领头羊”作用
助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猛追湾故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