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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组团
打造面向世界的中央商务区、成都
未来城市新中心

北部组团的天府总部商务区沿天
府公园东西两翼布局，规划面积28.6平
方公里，依托西部博览城、总部基地两
大引擎项目，大力发展会展博览和总
部经济，着力打造面向世界的中央商
务区、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已引进全
球最大的会展集团英国英富曼等世界
顶级会展机构 15 个、慕尼黑环保展等
UFI 认证展会 5 个，举办西博会、糖酒
会、成都国际车展等重大展会 170 个。
以“天府博览城商圈”建设为引领，布
局中海超高层等城市综合体 22 个，开
工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国际医院等功
能配套项目，按照“3平方公里2万间客
房”目标，开工安达仕等高端酒店 24

个、投运 7 个。今年 9 月，西博城一次性
通过全球会展顶级专业认证机构——
国际展览联盟 UFI 认证，正式成为全国
第四个会展界“奥斯卡”大家庭成员。

中部组团
为成都建强全国科技创新“第五
极”提供核心支撑

中部组团的成都科学城沿鹿溪河
布局，核心区规划面积 73 平方公里，围
绕科技创新、新经济发展两大关键任
务，聚焦“一中心”发展目标、依托“一
岛一园一谷”载体建设，为成都建强全
国科技创新“第五极”提供核心支撑。
目前，成都科学城已经集聚了超算中
心、宇宙线物理研究与探测等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和研究基地 4 个，航天科工
大数据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 11

个，中科院成都分院、国科大成都学院
等中科院系统项目 11 个，引进清华、北
航等校院地协同创新项目32个。天府新
区高标准规划建设独角兽岛，设立了
100亿元的“独角兽投资基金”，出台“岛
十条”，努力培育千亿级独角兽企业集
群。天府新区精心打造鹿溪智谷公园城
市示范引领性工程，坚持“先绿后城、先
人后产”，协同推进6大产业社区建设。

南部组团
打造世界级文创旅游消费目的地
和国际都市休闲度假目的地

南部组团的天府文创城于今年3月
启动建设，规划面积61平方公里，以创意
设计、数字影视、文博旅游为支撑，布局

“一园一带一区”三大板块，努力打造“文
创之都”新标杆。依托中意创新镜像园，引
入意大利时尚艺术等创新资源，衍生培育
超高清影视制作等新兴业态。天府新区高
颜值打造雁栖文创生态带，联合中国美院
组建公园城市文创研究院，突出公园城市
美学表达。目前，雁栖湿地示范工程已经
全面启动，6.7平方公里的雁栖湿地将有
机嵌入9个产城单元，并“点状”布局名师、
名导、名家工作室。在这个区域，新区将重
点发展艺术创作、主题旅游等细分领域，以
天府国际旅游度假区、天府影都等高能级
项目为带动，打造世界级文创旅游消费目
的地和国际都市休闲度假目的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黄尚斐 饶颖

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三
驾马车”之一，外贸出口是促
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近
期全国多地公布2019年1～
10月外贸进出口数据，成都
表现怎样？

昨日，成都海关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 1～10 月四
川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5489.3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下同）增长 14.8%，远高于
同期全国 2.4%的整体进出
口增幅。其中，10 月四川货
物贸易进出口值为 674.7 亿
元，同比增长 16.2%，较 9 月
5.6%的增速大幅上升，环比
增长7.9%。

成都海关分析，从贸易
伙伴看，对东盟、欧盟、我国
台湾地区进出口增速较高，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进出口继续保持增长
势头，显示这些地区的贸易
合作潜力正在持续释放，成
为拉动四川贸易发展的新
动力。

四川“卖全球”的重要产
品依旧是机电产品。数据显
示，1～10月，四川出口机电

产品2573亿元，增长20.8%，
占同期四川外贸出口值的
81.6%。其中，自动数据处理
设备及其部件 1218.6 亿元，
增长 23.3%；集成电路 655.6
亿元，增长30.9%；但汽车出
口63.3亿元，下降13.1%。

四川人“买全球”买了什
么？答案是农产品。数据显
示，同期，四川进口机电产品
2037.9亿元，增长7.4%，占同
期 四 川 外 贸 进 口 值 的
87.3% 。其 中 ，集 成 电 路
1384.1 亿元，增长 27.2%。值
得注意的是，进口农产品
46.1亿元，增长15%，占2%，
而进口纸浆 25.6 亿元，下降
9.7%，占1.1%。

哪些贸易伙伴支撑了
贸易往来？成都海关分析，
美国、东盟、欧盟、我国台
湾地区和日本为四川前 5
大 贸 易 伙 伴 。对“ 一 带 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
口继续保持增长势头，1～
10月进出口1569.5亿元，增
长17%，占28.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彦琴

11月13日，在成都市短
视频联盟成立仪式上，成都
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宣布，将
面向社会各团体及个人征集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的
创意短视频，视频围绕天府
文化，以探寻天府美食、邂逅
蓉城旖旎风光、记录市民生
活情境、拍摄成都人文故事
等形式进行创作。

此次征集从即日起持续
至 2020 年 4 月 15 日，分为 4
个主题，每30天发布一个主
题，分别是“趣味蓉城”、“魅
力巴蜀”、“品质天府”、“活力
成都”。4个主题分设一、二、
三等奖，一等奖将获得8000
元现金奖励，优秀作品还将
推送到公交、地铁等公益大
屏、新浪微博、抖音短视频等

平台进行集中展示。
视频时长分为两种：60

秒以内超短视频、5 分钟内
短视频，优质作品可适当放
宽时长限制。

投稿方式：
1、邮箱：将作品名称及

简介、视频原件、作者姓名及
联 系 方 式 发 送 至 cdshlw-
whxh@126.com；

2、微博：微博发表视频
并添加话题#生活美学在成
都#，并@成都市互联网文
化协会；

3、抖音：抖音发表视频
并添加话题#生活美学在成
都，并@成都市互联网文化
协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记者昨日从四川省国资
委获悉，四川省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
集团”）总规模 30 亿元的全
国首单PPP储架式资产证券
化项目——“国金-川投航
信停车场PPP项目1号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已于 13 日
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纳
入该储架范围内的，已有南
充、金堂、邛崃等多地的政府
存量资产项目。据悉，此次挂
牌系全国首单PPP储架式资
产证券化项目，而这个“全国

首单”颇有含金量。
这次挂牌上市的PPP项

目，突破了过去单个 PPP 项
目单个审批的制度，实现一
次注册、多次发行，将极大提
高未来项目发行的确定性和
发行效率。在该项目中，川投
集团将同类型的多个停车场
PPP项目纳入储架式发行范
围，分期发行，发行总额不超
过30亿元，发行期数不超过
10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严丹

11月13日，成都市短视
频联盟成立仪式在成都举
行。此次活动由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指导，成都
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
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新浪四川、
今日头条川藏分公司、四川
二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
都洋葱新未来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六方联合承办。

据悉，目前联盟已吸纳
包括二更、今日头条、洋葱
等全国知名的 36 家 MCN
创作机构及 9 位个人创作
者，涉及152个短视频账号，
累计关注人数超过 2.2 亿人
次。成都市短视频联盟成立
后，将重点在内容生产、商
业合作、学习发展等方面进
行引导。

成都作为古蜀文明发祥
地，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历史底蕴。近年来，成都
吸引了不少优秀的短视频创
作人才、企业，成都的美食、

美景和独特的生活美学也被
拍摄成各种短视频，让成都
成为“网红”之城。

短视频有多火？相关数
据显示，短视频是仅次于即
时通讯的中国第二大互联网
应用，“从使用时长、用户规
模等方面，短视频都全面反
超长视频，成为中国人最主
要的娱乐视频休闲的方式，
我们已经进入全民短视频时
代。随着5G技术的发展，网
络视听行业还将迎来历史
性、突破性发展机遇。”中国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务
副秘书长周结表示。

截至2018年12月底，中
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
规模达 7.25 亿，占整体网民
的 87.5%。其中短视频用户
规模 6.48 亿，网民使用率
78.2%。而成都的网络视频发
展也如火如荼，中国网络视
听大会已永久落户成都，并
且涌现出二更、洋葱视频等
优秀制作团队。

文创，是未来的陶艺

在制作美术陶瓷的这张板凳上，李
清已经坐了几十年。2016 年，他带着以
巴蜀文化为核心元素的“蜀山窑”等陶
艺相关项目进入明月国际陶艺村，成为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艺术家。

为了把明月村的陶艺文创产业做起
来，李清在此建立了基地，免费教前来学
陶艺的大学生，通过培养团队来推动陶瓷
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还为明月村村
民做培训，推动“有茶必有器”的明月国际
陶艺村尽早形成可观的陶瓷产业规模。

李清希望，明月国际陶艺村的每家每
户都有自己的特点，当这些特点叠加形成
巨大的东西，它足以代表成都文创的细
节。“这是文创落地生根的真正意义。”

文创，是先锋的戏剧

今年6月，域上和美集团董事长、域
上和美文旅股份董事长邱伟在东湖当
代都市艺术群落交出了一场质地精良，

能够反映成都当代文化、艺术形式以
及年轻人精神的戏剧。《成都偷心》是全
球超大规模沉浸式戏剧，这场高能融合
表演艺术、空间视觉艺术、声音艺术、多
媒体影像、现代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的
多维美学表演，成为了成都当代形象的
首秀，并且常年驻场演出。

“对于成都而言，只有一台常年驻场
的演出是远远不够的。”在邱伟看来，成
都还需要很多不同主题、艺术表现形式
和创意的驻场戏剧，来表达成都与时俱
进的在地文化。成都东湖当代都市艺术
群落愿意作为城市当代艺术表达的先
锋，为城市名片添上绚丽的时代色彩。

文创，是打破边界的设计

在梵木创艺区里，殷九龙与合伙人
开的白纸咖啡馆内摆放了很多殷九龙
的设计作品。“创作本身是由本土文化
滋养，有在地性的因素。”殷九龙说。

在创作m2系列盖碗茶杯的时候，殷
九龙没有去复制过去人们熟知的四川传

统盖碗茶的样式，而是将时尚感、年轻
化、立体性加入其中。在他看来，盖碗茶
和陶瓷本身是很中国的一件事，将其创
新融合变得国际化，是文创所需要的。

在选择工作室地点时，殷九龙看上
了以音乐和创意产业双轨非常活跃的
梵木创艺区，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可
以去延伸、甚至是达到自由的可能性。
园区交汇的多元创意文化，正如勇于跨
界的他和成都文创的发展：打破艺术、
设计与生活的界限，从未停止。

文创，打开天府成都的正确方式

由人而成园，由园而成城。包括成
都明月国际陶艺村、成都东湖当代都市
艺术群落、梵木创艺区在内，分布在成
都各处的首批31个成都市文创产业园
区，正通过创意与文化打破空间与地域
的界限，架构出成都这座独一无二的文
创之城。

文创产业人才队伍不断聚集，文创
产业集聚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数据来

看，2018年成都市文创产业增加值达到
1172.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7.64%。
而据总数据，成都文创实现营业收入
4979.6亿元，法人单位78827家，从业人
员多达104.8万人。

2019 年初，成都更是通过了《中共
成都市委关于弘扬中华文明发展天府
文化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决定》，
明确提出将围绕“三城三都”来打造国
际新标识，“世界文创名城”赫然在列。

天府文脉促进了成都文创创新的同
时，文创又为成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今年市文广旅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国庆黄金周期间，成都共接待游客
2017.13万人次，同比增长32.7%；实现旅
游总收入286.46亿元，同比增长25.2%。

文创力量的攀升，逐渐让文创成为
打开天府成都的正确方式。打造世界文
创名城，助力世界文创名城建设，成都
在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创造成都文创魅
力图景的路上，正大刀阔斧前进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宇 李彦琴

成都市短视频联盟成立
36家全国知名MCN创作机构加入

拍出最有味道的成都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创意短视频开始征集

今年1～10月
四川外贸进出口

总值超5489亿

全国首单PPP储架式资产证券化
项目在深交所挂牌 系四川国资

彰显公园城市特质
天府新区三大产业功能区起势提能

2014年10月，天府新区获
批成为全国第 11 个国家级新
区。作为成都大城崛起的重要支
撑，天府新区如何领悟成都布局
产业功能区的战略意图？如何推
动产业功能区建设？日前，四川
天府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刘任远接受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天府新区通过构建“四个体
系”彰显公园城市特质，推动三
大产业功能区起势提能。据介
绍，天府新区沿鹿溪河依次布局
了三个城市组团，自然形成三个
产业功能区，分别为北部的天府
总部商务区、中部的成都科学城
和南部的天府文创城。

每座城市都是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文化在其中做填充，构
造创意且有发展力的城市。

对拥有着4500年以上文明史、2300多年建城史的成都来说，“创新创
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是成都不可缺少的灵魂。近年
来，成都文创潮流的兴起更是赋予了天府文化更旺盛的生命力。

为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创名城、进一步唤醒城市文创活力，由成都市文
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起的“成都趣文创”全城推广
活动，昨日在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微信上推出了文创园区大咖视频——蜀山
窑创始人李清、域上和美集团董事长邱伟和视觉设计师殷九龙三位文创人，
聊了聊他们心中的成都文创与文创园区，以及对成都文创未来的期许。

“成都趣文创”真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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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偷心》演出现场 图据域上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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