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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此次“成都大运号”首航圆
满成功，川航专门精挑细选了13位政
治文化素养高、业务技能好的空勤人
员来执飞。结束航程后，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了部分机组成员，他
们纷纷表示，能够为“成都大运号”首

航做出贡献，感觉非常荣幸，未来“将
带着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大家服务”。

乘务长徐金香告诉记者，为了让
此次首航的特殊活动更加有吸引力，
所有的乘务组成员都绞尽脑汁，“我对
我们乘务组所有的人员说，每一个人
都是成都大运会的宣传大使，每一个
人都应该去宣传成都宣传我们的大运
会。”对于自己能够参与到大运会中
来，乘务员们也表示很荣幸，徐金香
说：“我将带着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
为大运会期间的运动员或游客做到更
贴心的服务和保障。”

让大运色彩飞向全球
“成都大运号”首航

传承奥运精神

机身主色调采用大运会
LOGO的红、黄、蓝、绿、黑五种
颜色为基调，分别对应奥运五环
的颜色，寓意传承奥运精神

乘客张筠住在成都市龙泉驿
区，她每天都看到建设中的东安湖
体育公园。她告诉记者：“看到飞机
上涂装的成都大运会LOGO，我非
常熟悉，因为家门口的东安湖体育
公园正在建设，所以对于大运会我
一直很关心，希望我们大运会的场
馆能够快点建设好，早点去现场感
受大运会带给我们的气氛。”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
者 何 鹏 楠
田宇 摄影记
者 刘海韵

28日13时30分，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为2021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量身打造的“成都
大运号”飞机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于16:20缓缓降落于首都国际机场，标志着“成都大运号”首航
圆满成功。此次成功首航，也为于2021年8月8日在成都开幕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献上了一份
精彩的礼物。

本次活动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体育局、成都传媒集团、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成
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承办，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筹委会指导。仪式现场，四川航
空“中国民航英雄机长”刘传健、成都大运会形象大使奥运冠军冯喆，以及成都大运会银行类官方合作
伙伴中国工商银行代表、互联网类官方合作伙伴腾讯代表共同见证了本次首航。

首航仪式后，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也登上“成都大运号”，随机前
往北京，现场见证首航全过程。

一进客舱，乘客们就发现了一些
独特装饰，比如在每个座椅的头片上，
就印有成都大运会的LOGO以及红、
黄、蓝、绿四色彩带。除了美美的装饰，
首航乘客们还享受到了特殊的“待
遇”，川航为每一位乘客准备了一个

“成都大运号”限量版飞机模型，还给
他们发放了国旗和大运会会旗。这样
漂亮的飞机，这样贴心的安排，让乘客

们的幸福感爆棚。乘客雷柏平点赞道：
“能够乘坐到成都大运号，真的太幸运
了。大运号的涂装颜色非常漂亮，设计
也很用心，我迫不及待想把我跟大运
号的合影发给家人看了。特色飞机模
型我也很喜欢，如果有机会我还要选
择乘坐大运号航班！”

此外，乘务人员还组织乘客们进
行了“大运会知识问答”有奖互动活
动，乘客们都非常踊跃，整个客舱中
充满了浓郁的大运氛围。面对“成都
大运会将在哪一年举行”的问题，乘

客王晓东第一时间举手回答出“2021
年”，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关注着成
都大运会的相关新闻，“希望到时候
能到成都大运会比赛现场，为中国选
手加油助威！”

据悉，“成都大运号”首航执飞成
都-北京航线（3U8887），而在后续的
飞行中，“成都大运号”将与航空公司
其他客机一样正常执行飞行任务，航
空公司将结合实际的运力需求和航
线网络来综合考虑航线安排，具体航
线不固定。

涂装 奥运五色为基调 熊猫图案体现成都特色

据介绍，这架“成都大运号 ”主题
涂装飞机，由一架空中客车A330-343
飞机喷绘而成，编号为B-5945，机身
长度62.8米，拥有301个客座，是双通
道远程宽体客机，相比于中小机型，能
为旅客提供更舒适的乘机体验。

“成都大运号”的图案设计以成都
大运会LOGO为创意来源，包含了丰

富的大运元素。机身主色调采用大运
会LOGO的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
为基调，分别对应奥运五环上的颜色，
寓意传承奥运的体育精神。同时，将
LOGO中的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以
彩带飞扬的形式环绕机身，并且进行
了渐变处理，凸显层次，表达青春和活
力、年轻与梦的寓意。机头处除了印有

成都大运会LOGO外，在飞机侧面，还
印有三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图案，具
有浓郁成都特色。

涂装后，飞机作为传播载体，让
成都大运会形象飞到祖国各地，让大
运精神传遍神州大地，也是对于成都
大运会以及成都这座城市的一次完
美营销。

首航 大运会知识问答 乘客踊跃作答点燃热情

乘客说

机组成员说
将带着荣誉感和

使命感为大家服务
来自北京的乘客徐蓉表示，“能

参与成都大运号首航，我感觉很有
意义，这次活动很有仪式感，每位乘
客都收到了这次首航飞机的航模，
我一定会好好珍藏。成都人对于大
运会的参与热情都很高，我也希望
2021年来成都观看大运会比赛。”

本地乘客：
见证着东安湖体育公园的建设，
希望早点去感受大运会气氛

外地乘客：
成都人对大运会的参与热情
很高，我希望2021年来看比赛

“成都大运号”由一架空中客
车A330-343飞机喷绘而成，编
号为B-5945，机身长度62.8
米，拥有301个客座，是双通道远
程宽体客机

飞机选择

体现浓郁成都特色

机头处除了印有成都大运会
LOGO外，在飞机侧面，还印有
三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图案，具
有浓郁成都特色

表达青春活力、年轻与梦

将LOGO中的红、黄、蓝、绿
四种颜色以彩带飞扬的形式环绕
机身，并且进行了渐变处理，凸显
层次，表达青春和活力、年轻与梦
的寓意

涂装寓意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11
月27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
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国家主
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巴勒斯
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全面公
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巴以两
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符合国际

社会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应该维护
公平正义，坚持联合国有关决议、

“土地换和平”原则和“两国方案”
大方向，为恢复巴以和谈创造良好
氛围。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巴勒斯坦
人民真诚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
弟，是巴以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中

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
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
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
会一道，推动巴以和谈，为早日实
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和平作出
不懈努力。

习近平向“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致贺电

首航乘客踊跃参与“大运会知识问答”

机头处有大运会LOGO

成都最有代表性的名片之一
——宽窄巷子即将迎来新变化！

11月28日下午，成都文旅
与美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
手打造“智慧步行街数字化样
板”！双方将全面引入智能硬
件、大数据、AR、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实现宽窄巷子的
全面数字化改造提升。

记者了解到，去年年底，商
务部发布《关于开展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
在全国11条步行街开展步行街
改造提升试点工作。其中就包
括了成都的宽窄巷子步行街。

此外，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天津金街步行街、上海南京路
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沈
阳中街步行街、南京夫子庙步
行街、杭州湖滨步行街、武汉江
汉路步行街、广州北京路步行
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新唐人街
步行街，也在首批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之列。

此次宽窄巷子进行智慧化
升级，正是其作为首批试点的
改造提升内容之一。

打造“宽窄巷子商业大脑”
步行街区全面“数字化”

成都文旅集团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及宽窄巷子执行董事
张婷表示，通过此次战略合作，
宽窄巷子步行街将实现全面的
智能化和数字化，形成“街区-
商户-游客”三方受益的闭环
解决方案，让步行街的综合管
理更加智慧、精细和透明。

据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为宽窄巷子量身定制的

“智慧步行街”数字化解决方
案，宽窄巷子可以整体接入客
流管理、安全管理、经营管理、
物联管理、信息管理、消费体验
六大模块，并通过统一的“宽窄
巷子商业大脑”，实时掌握步行
街内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这样不仅能够更精准地掌
握街区内的客流情况，还能提
升步行街管理与紧急事件处理

的时效性。

手机实时可查排队情况
精准推送最适合你的店

宽窄巷子线下有多少游
客，线上有多少潜在消费者？客
流高峰出现在什么时间点、哪
些路段？来逛宽窄巷子的游客的
人群画像怎样？最爱去步行街里
的哪些商铺游玩或消费？未来，
通过“宽窄巷子商业大脑”，这些
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

记者了解到，改造完成后，
成都市民和游客可以随时随地
通过手机及街边引导互动装
置，实时查询和了解宽窄巷子
步行街里的商户情况、优惠信
息和排队情况等，更自由地规
划自己的游玩行程；同时，实时
客流数据大屏及实时巡查系统
的引入，可以做到对宽窄巷子
步行街内人、物、场动态的实时
观察，让整个街区的安全管理、
客流引导等工作更简单、高效、
直接。

要将步行街的广大商户更
精准地介绍给潜在消费者，就
需要让宽窄巷子实现“线上线
下一体化”。

据了解，宽窄巷子将在美
团旗下平台拥有专属页面，用
户可以在手机端查询步行街上
每一家主力商户的位置信息、
营业时间、精选点评等信息，还
可以在达人探店、商圈新鲜事、
商圈动态信息流等模块看到整
条步行街范围内的相关信息。

同时，美团还将联合宽窄
巷子在街边设立引导互动装
置，可以为游客提供便捷导览
服务，接入美团大数据，按口
味、人气、评价等不同维度信
息，帮游客选择最优游览路径，
查询餐厅、景点、住宿等信息，
进行更合理完善的行程安排。

记者在签约仪式上获悉，目
前，宽窄巷子的全面数字化改造
提升已经启动，预计最快明年2
月就会迎来1.0版本的上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王垚

宽窄巷子即将升级
一部手机轻松玩转
预计最快明年2月1.0版将上线

规模最大一轮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谈判收官

70个新药纳入医保目录
价格平均下降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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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
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
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
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
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
创造美好生活。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第7次率队前往在
建公共服务设施项目现场，就
我市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三年
攻坚”行动现场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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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和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自觉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
紧围绕落实“818”专项规划和构
筑“15分钟公共服务圈”，按照

“安全、绿色、节俭、实用”原则，
紧扣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尽最大努力为市民群众办

“小事”、办好事、办实事，着力实
现“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罗强一行先后来到菁芙蓉

孵化园办学点、大源五期一幼
改建项目、加拿大渥太华学校、
君平街农贸市场项目等建设现
场，实地察看工程建设进度，详
细了解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三
年攻坚”行动推进情况及下一
步工作计划，逐一剖析进度相
对滞后原因，现场协调解决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

现场办公中，罗强强调，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
满意为标尺，努力补齐民生短
板，千方百计完善群众身边的公
共服务设施，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三
年攻坚”行动即将收官，相关市
级部门及区（市）县要聚焦群众
需求痛点、公共服务缺口短板，
逐一对照目标找差距，进一步
加大推进力度，确保顺利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紧转02版

罗强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场办公时强调

加快建设进度 提升服务水平
尽最大努力为市民群众
办“小事”、办好事、办实事

一大批学位在路上
成都“三年攻坚”行动
已开工366个教育项目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