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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突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强要素集聚能力，最终
探索建立以产业链合作为导向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培育
若干个以成都为中心、有能力在西部甚至全国范围内协同
配置资源要素、协同组织生产销售的产业生态圈。要坚持集
约节约和高质量发展导向，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核心区。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程德伟介绍，
11月17日，我国第二艘航母顺利

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相关海域
开展科研试验和例行训练。这次
组织国产航母跨区开展试验和

训练，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
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与
当前的局势无关。

第31届大运会举办权
“花落”成都，这是成都提
出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目标
后，成功申办的首个世界
性综合运动会。

今年，大运村建设在
成都大学正式启动，大运
村目前建设得如何了？未
来将建成什么样？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
获悉，近日，继1、2号运动
员公寓顺利封顶后，医疗
中心及实训楼也已实现主
体结构封顶——这是大运

村项目迎来的第二个单体
建筑封顶。而国际交流中
心、行政保障中心、生活服
务中心、运动员3号公寓和
游泳馆等项目也正在加紧
施工中。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市住建局作为
大运村促建单位，按照大运
村建设管理工作组的工作
部署，从2月20日开始启动
大运村相关工作。目前，大
运村所有22个新建单体，共
计37万平方米已全部开工。

在古老的宽巷子深处，一个穿着黄
色长袍，皮肤微黑，有着异国面孔的男子
正在制作沙瓶画。一群游客站在古色古
香的建筑外，紧紧盯着他的手，只见他用
漏斗控制着沙子，熟练地在瓶子中用沙
子勾勒出各种形状。在一片海鸥、山丘与
晚霞的形状中，他轻轻抖落沙子，勾勒出

“宽窄巷”三个字。
有别于其他社区，宽巷子社区除了

本地居民，每天还会接待众多中外游客，
还有不少外国人在此处创业、工作，探索
商区与社区融合治理机制是宽巷子社区
的工作重点之一。

国际的宽巷子
外籍人士工作无障碍

黄袍男子名叫阿菲特，来自孟加拉
国，来成都已经四年有余。他制作的沙瓶
画是阿拉伯极具代表性的旅游纪念品，
是用特殊工具将五颜六色的沙子灌入玻
璃瓶中，不使用任何粘合剂，在瓶中堆砌
出五彩斑斓的沙漠奇景。沙瓶画是阿菲
特在迪拜工作的爷爷教给他的手艺，四
年前，他带着这门手艺，来到了成都。

“我喜欢成都，尤其喜欢宽窄巷子。”
阿菲特说，在宽巷子工作是一种享受，

“有老成都的味道，又有时尚的国际范。”
走在路上，有多国语言标识；去到店里，
有双语菜单；下班之后，去外国人扎堆的
国际化酒吧喝点小酒；吃腻了中国菜，还
有牛排、西班牙菜、印度菜……说起在宽
巷子的生活，阿菲特滔滔不绝，“因为太
喜欢成都了，所以我把很多成都特色都

融入到沙瓶画中。”
一年前，阿菲特把自己在孟加拉国

的弟弟也接到成都来了，一起在这里制
作沙瓶画。而下个月，阿菲特的妻子也将
来到成都游玩。

古老的宽巷子
国际范融入居民生活

阿菲特可是社区的名人，社区工作
人员经常前往他工作的小店了解他的生
活、经营状况。宽巷子社区书记吴丽萍
说，宽巷子社区地处宽窄巷子景区，来游
玩的外国游客众多，“因此社区服务不能
只关注本地居民，还要关注在本地工作
的外籍人士，以及来游玩的外籍人士。”

针对来此处开店、工作、旅游的外籍
人士，对他们提供的社区服务有别于本
地居民，“比如办理临时证件，外汇兑换，
或者需要翻译之类的情况，我们社区正
在打造国际化社区，这些服务都在打造
国际化社区的过程中逐步提升。”

83岁的黄秀芳是宽巷子社区的老居
民，她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她看到的外国
人比过去几十年都多，“遇到外国人，我
还要打招呼，说hello。”说到这里黄秀芳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也只会这一句，
人家要是给我回话，我就笑眯眯地把他
望到，再给他说拜拜。虽然听不懂，但我
要向他们展示成都人的热情嘛。”

提及阿菲特的沙瓶画，黄秀芳也十分
熟悉，“以前从来没见过，觉得好稀奇哦，还
经常去他店里看他做。现在看多了也就觉
得没那么稀奇了，就像他已经融入我们成

都了一样，就是我们周围的邻居。”

成都的打算
将完善外籍人士医保制度

根据今年初成都披露的数据显示，
目前城市外籍商旅人士超69万，常住外
国人1.74万，往来外籍人员数量位居中西
部城市之首。

其背后的原因，正与成都打造的国
际化社区有关。

今年1月，成都发布《成都市国际化
社区建设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
2022年底，全市22个区(市)县实现国际化
社区“全覆盖”。

规划包括建成国际学校6个，涉外医
疗机构达到20家，出入境服务站达10个，
外籍人士之家22个。不难看出，每一条都
切中了外籍人士当下所需。

成都市委社治委透露，截至目前，在
营造“国际范”社区场景中，成都正在打
造及已完成的国际化社区共有17个，其
中桐梓林等国际化社区已经成为全国知
名的网红打卡地。

而上月发布的《成都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总规（2018-2035年）》中，也特别关
注了国际化社区。未来，成都的国际化社
区里，还将进一步完善国际友好的涉外
服务，例如植入酒吧、西式餐饮等类海外
消费场景。

同时，成都还将建设涉外医疗机构，
完善外籍人士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社区
里的双（多）语标志系统，从城市的最小
单元做起，更好地接纳和吸引外籍人才。

大运村建得如何了？
第二个单体建筑

近日封顶

从一捧沙说起…
老成都与国际范碰撞

社区治理成都探索系列报道

一物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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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成都发布《成都市
国 际 化 社 区 建 设 规 划
(2018-2022年)》，提出到
2022年底，全市22个区(市)
县实现国际化社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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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瓶画
他来自孟加拉国，他制作的
沙瓶画是阿拉伯极具代表性
的旅游纪念品，是用特殊工
具将五颜六色的沙子灌入玻
璃瓶中，不使用任何粘合剂，
在瓶中堆砌出五彩斑斓的沙
漠奇景。

区别化
针对来此处开店、工作、旅
游的外籍人士，宽巷子社区
对他们提供的社区服务有
别于本地居民，“比如办理
临时证件，外汇兑换，或者
需要翻译之类的情况。”

国际化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彭惊 邹悦
严丹
摄影
吕国应

我国第二艘航母通过台湾海峡

每所实验校配
备不少于3名指
导专家

如何缓解升学焦虑？

成都将建一批
“家门口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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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支持 名师引导

每一所实验校
确定1所优质
名校作为“支
持学校”

每一所实验校
选派1名市级名
校长（含培养对
象）和2名名师
（含培养对象）

增强师资 专家指导

组织开展实验
校校长三年集
群式培训

大运村具体会怎么
建？该负责人进行了介绍。
大运村项目位于成都龙泉
驿区成洛大道2025号成都
大学校内、友谊东路253号。

主要包含运动员公
寓、国际交流中心、行政保
障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医
疗中心、游泳馆、体育馆副
馆等。主要设置四大功能
区，分别为居住区、国际
区、赛训区、运行区。

其中居住区在大运会
期间将为运动 员 、志 愿
者 等 提 供 住 宿 休 息 和
就餐等。

运行区主要是行政保
障中心，用于大运会期间
提供运动员等候、认证、制
证、抵离服务、代表团服
务、财务、后勤、比赛报名、
失物招领等服务。

国际区包含生活服务
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医疗
中心。生活服务中心包含
了展览区，商业区及休闲
娱乐区等；国际交流中心
用于大运会期间国际交
流，可以同时召开2000人
会议；医疗中心则用于大
运会期间为运动员提供医
疗服务。

赛训区包含了新建游
泳馆和体育馆副馆，及体
育馆改造、露天篮球场改

造、400m标准田径场改造
等等。

记者了解到，近日刚
刚封顶的单体建筑，正是
国际区的医疗中心及实训
楼。该建筑最高六层、最低
四层，呈 L型，医疗中心
建筑面积8382.65平方米、
实训楼建筑面积10506.65
平方米，将在大运会期间
为运动员提供医疗服务。
而目前，大运村各施工项
目均在加紧推进中。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
年11月15日至16日，第36
届国际大体联全体会议在
意大利都灵举行，2021年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成都筹备工作委员会
就成都大运会总体进度情
况向国际大体联作了报
告。在场馆建设及基础设
施提升方面，目前正有序
推进12个新建场馆建设工
作。其中，开闭幕式主场馆
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
育场进入3层主体结构施
工，将于2021年4月全面建
成；多功能体育馆主体已封
顶，综合小球馆已完成钢结
构工程，游泳跳水馆正在进
行基础施工，将于2021年2
月全面建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垚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大运村项目
新建建筑约37万平方米，
改造宿舍、食堂、运动场约
18.2万平方米。

大运会期间，大运村
将提供代表团注册、接待
服务，将为17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代表团提供不低
于11000人的住宿、餐饮，
提供医疗、咨询、会议、休
闲、商业等服务，除提供
赛事服务外，还提供运动
员恢复性体能训练和体育
娱乐等。

大运村食堂在大运会
期间将提供四种以上不同
需求饮食，包括地方美食、

西餐/地中海式餐饮、亚洲
美食、清真餐，可以容纳不
少于6000人就餐，开放时
间不少于20小时。

大运会后，住宿楼恢
复为学生宿舍。新建4100
间宿舍可以容纳约10000
人住宿，尽可能满足成都
大学3年的生源增加需求。

该负责人表示，大运
村项目秉承“开放、融合、
绿色、智慧”和注重文化融
合与集约共享的规划设计
理念，在满足参赛人员的专
业训练、体育文化交流、生
活休闲服务等多功能需要
的同时，也兼顾成都大学的
发展需求。

大运会后，住宿楼恢复为学生宿舍

国际交流中心可召开2000人会议

下班后的阿菲特

宽巷子社区吸引不少外国人在此处创业、工作。图为很多游客围观孟加拉国人阿菲特做沙瓶画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11月
18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主持召
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
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主旨演讲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都
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决策部署上
来，深度融入国家战略，主动担当、科学
作为，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
演讲，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全面扩大开
放和推动世界开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
心，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对外开放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准确
把握，务实推进我市参加进博会各项成
果落地落实，以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建设
为抓手进一步扩大开放。要进一步聚焦

通道建设、平台建设和企业合作，巩固和
扩大既有通道优势，着力提升自贸试验
区等开放平台和供应链枢纽城市能级。

会议通报了范锐平率队在上海、浙
江嘉兴考察学习、开展投资促进交流相
关情况。会议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上海一直是成都全面对标
学习的榜样。要深入学习上海的开放理
念和治理经验、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
思路做法、推动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的

坚定魄力、发展首店经济的有益经验。要
借力上海的先发优势和开放平台，进一
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符合超大城
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完善制
度体系，助力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城市。要学习借鉴乌镇历史
街区保护和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做法，坚
持“不策划不规划、不规划不设计”，因地
制宜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会议审议了《中共成都市委关于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意
见》。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要认真组织学
习宣讲，组织精干力量深入企业、农村、
机关、学校、社区，把全会精神讲清讲透。
要全方位、多层次宣传解读全会精神，推
出一批有分量、有深度的案例分析、经验
总结和理论报道，讲出讲好“成都故事”。

会议审议了优化调整后的产业功能
区名录、管理机构名录和机构编制管理
暂行办法。会议强调，要突出主导产业，
进一步增强要素集聚能力，最终探索建
立以产业链合作为导向的跨区域产业生
态圈，培育若干个以成都为中心、有能力
在西部甚至全国范围内协同配置资源要
素、协同组织生产销售的产业生态圈。要
敢于尝试、敢于举旗，抢先在行业细分领
域布局若干个功能区。紧转02版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以国际门户枢纽为抓手 高水平扩大开放
范锐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要抓好2.0版政策落地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