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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王静宇）6月23日0时至
24时，四川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其中1例
为既往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
诊，另 1 例于 6 月 12 日飞抵成
都），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5例（分别于6月21日、22日飞抵
成都），上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
染者居住的隔离点环境已进行消

毒，密接人员均处于隔离观察状
态。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

截至6月23日24时，成都市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697例（其中
境外输入 1374 例），累计出院
1685例，死亡3例，其余9例确诊
病例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全
市现有24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
境外输入）正在接受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洪继东）数字赋能乡村振
兴，创新引领智绘未来。昨日，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在
大邑县安仁南岸美村正式启动，
并面向全社会征集优秀作品。大
赛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单项
作品设计者或团队最高可获得
30万元现金大奖！同时，主办方
也将推进优秀作品落地实施。

据悉，本次大赛由中央网信办
信息化发展局、国家乡村振兴局开
发指导司指导，四川省委网信办、
浙江省委网信办等部门共同主办。

据了解，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级
数字乡村主题赛事，本次大赛旨在
广泛征集一批有创新理念、可实施
可推广的设计作品，挖掘、储备和落
地一批优质项目，为社会各界参与
数字乡村建设搭建平台，助力乡村
振兴，让广大群众共享“数字红利”。

据介绍，参赛者需选择国内
任一村落，以乡村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场景为背景，
围绕乡村信息基础设施、乡村数

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智慧绿色
乡村、乡村网络文化、信息惠民服
务等方面的一个或多个数字乡村
建设方向，因地制宜开展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创新设计。

大赛作品征集评选分为启动、
征集、初赛、决赛、颁奖五个阶段，作
品征集时间2022年8月24日截
止，9月22日—23日，主办方将对
获奖作品进行展览展示、路演及颁
奖。大赛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干。本次
大赛免收报名费！参赛者可通过
大赛官网（https://www.scde.
cn）或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报名，
并按官网提示上传提交作品。

对于本次大赛涌现出的优秀
作品，主办方将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进行指导，对其后续孵化、落地
给予政策及帮扶支持，以培育形
成一批可全国推广的数字乡村建
设典型案例。

活动现场，来自全省四个乡
村的新村民代表发起“首届数字
乡村创新设计大赛”邀请。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晨迪）昨日上午，四川省禁
毒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联合
召开2022年四川省禁毒工作新
闻发布会。3家分别通报了相关
工作情况，共同发布2022年度四
川省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

据悉，全省禁毒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实现了涉毒违法犯罪下降、
输出型毒品犯罪下降、现有吸毒人
数下降、重点整治效能提升、科技
禁毒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

“三降三升”目标，禁毒工作综合考
评连续四年居全国前列，人民群众
对禁毒工作满意度达98%。

骑行让生活更快乐，绿道让
城市更美丽。昨日，2022中国·
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车迷健
身节首站在温江区北林绿道拉开
帷幕。对于广大自行车爱好者而
言，在绿道上骑行，已经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成都的骑行文化由来已久，群
众基础广泛，一直以来始终坚持举
办自行车赛事和全民健身骑行活
动。2022年初，伴随着公园城市
示范区建设步伐的加快，环城生态
公园100公里绿道全线贯通，为无
数骑友提供了全新的骑行场景，

“环城骑行”迅速火遍全网，成为满
载着成都印记的现象级IP。

创办于2010年的车迷健身
节是成都市自主创办的自行车运
动品牌赛事，在过去的12年间走
进12个区（市）县，成功举办43
站赛事活动；“我骑车 我快乐”的
赛事文化吸引了20余万人次参
加比赛，辐射人群超过500万人
次；各举办地各具特色的自然风
光和人文风情也被所有活动的参
与者所熟知。一路走来，车迷节
已经成为全国持续办赛周期最长
的城市自主品牌自行车运动赛
事，被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誉为
中国自行车运动“成都典范”。

今年车迷节围绕“强国复兴

有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主题，将举办温江站、青蒲站、
大邑站、邛崃站4站赛事，与往年
不同的是，赛事活动采取主会
场＋环城生态公园绿道联动的形
式举行。首站主会场设在温江区
北林绿道，环城生态公园涉及的
12个区（市）县均作为分会场多地
联动，旨在依托成都独特的绿道
生态资源，利用各区（市）县风格
各异的地理条件，吸引更多的市
民参与其中，以生态、绿色、健康
的理念倡导运动新风尚。

在车迷节主会场开幕式上，主
办方精选了11条“天府绿道骑行
推荐路线”，并向市民介绍骑行攻
略、普及安全骑行小知识，引导市
民选择正确的骑行方式，科学骑
行、安全骑行、健康骑行。市民可
以在锦城湖—中和湿地“小试牛
刀”，也可以从任意起点开始冲刺
100公里，尽览环城绿道全景风
光，向“骑行王者”发起冲击。更令
人期待的是，一项为环城生态公园
量身打造的国际自行车赛事——
中国·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
目前正在谋划筹备之中，下半年即
将在环城生态公园百公里绿道上
演，这又将成为成都世界赛事名城
建设的又一张闪亮名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浩

芙蓉岛公园占地面积约42000平方米，
位于高新区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东侧，与网
红地标五岔子大桥毗邻相望，是成都首个集
生态、艺术、科技于一体的“漂浮公园”。“舒缓
流动的锦江水浪轻触芙蓉岛屿，扬起的片片
水花，就变成了舒展灵动的建筑屋面”，这就
是芙蓉岛公园建筑形态的设计来源。

记者看到，公园内分为活力艺展区、艺术
森林区、水岸风光区三大特色主题区。据悉，
活力艺展区将利用科技投影和灯光氛围配合
新晋网红打卡地五岔子大桥，塑造成都新地
标IP形象；艺术森林区将以低位照明方式营
造舒适休闲的光环境，设置趣味性互动灯光
装置，实现观赏+玩耍+超日常体验；水岸风
光区除2座景观桥梁外，岸边还有2座观景
台，方便市民打卡眺望锦江江景，未来将营造
出潮流艺术打卡地的独特品牌形象，定期邀
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为市民带来光影艺术
盛宴。

岛城一体、岛岸共筑，芙蓉岛公园和周边
城市体系进行了有机连接，在原有生态本底
的基础上，设计特色分区、融入艺术体验、创

建多元联系，打造出一个可进入、可感知、可
参与的“漂浮公园”。

公园内的芙蓉桥是连接岛、岸，实现通行
便利的重要枢纽，芙蓉桥由上下游两座独立
的桥梁构成，在岛上首尾相连形成一个马蹄
状回弯。上下桥梁除了发挥通道功能外，还
是岸上集观景、休憩为一体的复合型空间。
呈波浪形状的岸边观景台，增加了驳岸挡墙
的层次感和韵律感，给市民提供更多的打卡
眺望平台。市民可以在这骑行环线、步行环
岛、水上游览，实现360°江景体验。

芙蓉岛公园将聚焦夜间经济，以灯光照
明效果配合3大主题区，打造出独具风格的
光影艺术空间。芙蓉岛岛头正对五岔子大
桥，天然形成一个以五岔子大桥和锦江江面
为背景的独特漂浮舞台，节庆活动期间岛头
喷泉配合灯光秀表演，将在夜间与五岔子大
桥、江滩公园及中和子街巷步行街串联成一
个江上活力艺术环廊。同时，芙蓉岛的灯光
效果将呼应五岔子大桥及蝴蝶桥夜景，营造
出富有活力的社区氛围，激活中和片区的水
岸生活，将芙蓉岛打造为城南景观新地标。

23日成都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5例

百万奖金等你拿
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启动

全省禁毒工作综合考评
连续四年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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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民期待已久的芙蓉
岛公园正式开园试运营！昨日，记

者在现场看到，开放后的芙蓉岛公园
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休憩漫步、拍照打

卡。江风悠悠，绿意盎然，大家在这里尽享公
园城市中的美好生活，幸福成都更有温度、更有质

感、更有内涵。

2022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
车迷健身节火热开骑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许允）在成都，自行车骑行
已经融入了市民的生活，上下班
的路上，周末的天府绿道，骑行的
市民络绎不绝。

天府新区兴隆湖湖畔路，有
众多骑行爱好者选择在这里感受
公园城市的魅力。昨天下午，成
都交警七分局结合交通管理工
作，为在这里骑行的市民带来了
细致的交通安全服务。

“骑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各行其道，不
侵走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逆行。”
七分局民警对来往骑行的市民进
行提醒，并向他们发放了宣传资料。

除了普通的骑行市民，交警
还对装备齐全的骑行爱好者进行
了安全提醒，特别要佩戴好安全

头盔，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
全，切实做到安全出行。

成都交警七分局还为骑行市
民和爱好者制作了专门的警示反
光条，张贴在骑行人员的自行车车
身以及骑行人员的头盔上，利用其
在夜间逆光反射的特性，提高自行
车在夜间的识别度，让后方车辆驾
驶员提早采取措施，注意避让，预
防交通事故发生。

“现在骑行的人越来越多，这
样的安全宣传很有必要。”骑行爱
好者李相宁说。

成都交警温馨提示：广大市民
在骑行过程中，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做到各行其道，不闯红灯、不逆向行
驶、不乱停乱放、安全文明出行，自
觉成为规范交通行为的实践者、支
持者和传播者，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安全文明骑行 成都交警在行动

■公园占地面积约42000平方米，
与网红地标五岔子大桥毗邻相望，是
成都首个集生态、艺术、科技于一体的

“漂浮公园”

■公园分为活力艺展区、艺术森
林区、水岸风光区三大特色主题区，配
合灯光照明效果，夜间将打造出独具
风格的光影艺术空间

■岛城一体、岛岸共筑，公园和周
边城市体系进行了有机连接，在原有
生态本底的基础上，设计特色分区、融
入艺术体验

作为成都市重点打造的23座锦江公园
之一，芙蓉岛公园由成都高投集团下属置业
公司代建。施工前原岛与周边无连接通道，
准备工作难度大，施工单位是如何克服的
呢？“我们通过600吨吊车把施工机械吊装上
岛开展平场等前期工作。”项目负责人张万贵
告诉记者，“岛头所用的玻璃幕墙属于双曲
面，高度近9米，是公司第一次实施的最复杂
的单项工程，经过各部门多次讨论、考察以及
专家论证，才确定了加工及吊装方案，最终确
保了外立面效果。”

此外，喷泉由于在岛头最低处，枯水期离
水面1.5米左右，汛期存在被河水淹没的风
险。“我们多方咨询合适的覆盖材料，目前从
重庆定制的帆布弧形盖布以及不锈钢堵头均
已到位，确保了后期喷泉的正常使用。”

据悉，建设过程中，芙蓉岛公园还采用了
多项新工艺和新技术。张万贵介绍，为应对灵
动的建筑形体和大面积的双曲玻璃立面，施工
过程中利用铝蜂窝板和玻璃肋全玻双曲幕墙

等新工艺。“特别是岛头建筑，采用双曲面弧形
玻璃，单块整板玻璃从地到顶，最大达到12平
方米，为室内争取了最大最完整的视线通廊。”

值得一提的是，岛上三栋服务建筑蜿蜒
连续，形成了锦江上一条优美的弧形丝带。
建筑屋面采用轻质种植绿化，既满足了建筑
结构的荷载要求又展示了建筑的第五立面，
站在屋顶观景平台可眺望五岔子大桥，锦江
江景尽收眼底。

紧扣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芙蓉岛公园设
计在园内雨水花园建设中还使用了高模量聚
丙烯连续罐式海绵城市雨水收集、储存、回用
系统，这是成都地区首次采用雨水储存高新
技术。作为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技术，该系
统在岛上形成雨水收集、处理、回用闭环，满
足园区内景观、绿化、浇洒的用水需求。

此外，公园将补植高大乔木，为鸟类提供
良好的栖息环境，形成林下空间，创造更多的
消费场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怡霏 摄影 张青青

岛城一体＋岛岸共筑 打造城南景观新地标

新工艺＋新技术 创造更多消费场景

芙蓉岛公园内的环形楼梯

岛城一体、岛岸共筑，芙蓉
岛公园和周边城市体系进行了
有机连接

通江达海向未来上接01版
穿过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一个

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前。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外高桥保
税区考察，强调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
改”。2018年10月，自贸区建设五周年之
际，总书记再次指示：“把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外高桥综合
服务大厅，当年长长的服务柜台，已变成开
放式工位，企业办事交流“零距离”。“一个

‘闯’、一个‘试’，让深水区改革的方向豁然
开朗。”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
王连凤说，商事登记改革不断推进，准入门
槛越来越低，注册效率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播撒的改革“良种”持续迎来好收成：2021
年上海日均新设企业1800余户，千人拥
有企业数居全国首位；300多项制度创新
成果在这里诞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不断深
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浦东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高起点推进，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加速
孕育，上交所科创板和注册制效应不断放
大，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不断走深走实……

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开放举措。2018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进博会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明确要
求：“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
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
革开放新高地”。

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龙
头带动作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上海与苏浙皖共拉长板、共享优势，推进实
施两轮三年行动计划，在科技创新联动、产

业链供应链协同、基础设施联通、生态环境
共治、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等跨域合作成果丰硕。

“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
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张江科学城，酷似“鹦鹉螺”的大装置
——上海光源24小时灯火通明。这台

“超级显微镜”已累计接待超3万名用户，
在多个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提供关键助力。

张江科学城是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
心的核心承载区。2014年5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努力在
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
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加快向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科技创新寄予
厚望。2018年11月，面对张江科学城的
科技工作者，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把科
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
脚’”。2020年11月，浦东开发开放30周
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寄语浦东：“全力做
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

“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是总书记给上海
出的题目。”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
说，“我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持续加强基
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

2021年，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占GDP的比重达到 4.1%；全球规模最
大、种类最全、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
施集群在张江加快建设；“蛟龙”“天宫”

“北斗”“墨子”等重要科技进展，上海无一
缺席；C919大型客机取证和交付准备工
作有序推进，CR929远程宽体客机研制
工作扎实开展……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上海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新动能。2021年，上海高新
技术企业超过2万家，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27
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在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考察过
的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磁共振
（MR）、分子影像设备（PET-CT）等高端
医疗设备一字排开。近年来，企业突破一
系列“卡脖子”技术，推出了一批中国和世
界首创性产品，国产设备输出到美国、日
本等发达国家。

目前，上海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
并提出更远大的目标：到2025年，努力成
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
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

“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

漫步上海杨浦滨江地带，绿道蜿蜒，
白鹭翩飞，曾经的“工业锈带”已变身“生
活秀带”。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杨浦
滨江考察时指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
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
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近年来，上海先后贯通黄浦江45公
里滨江岸线、苏州河42公里公共岸线，

“一江一河”串珠成链为老百姓提供高品
质公共空间；从2017年到2021年，上海
的公园数量从217座增加到532座。

杨浦区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
发电厂，但作为老工业区，面貌旧、底子
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杨浦区
加快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2021年提
前一年全面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

今年还将通过城市有机更新，推动“住有
所居”向“住有宜居”跃升。近五年，上海
中心城区累计实施旧区改造308万平方
米，涉及15.4万户居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上海城市治理
提出要求：“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上
海要继续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
市管理新路子”……

110接电数、公园客流、渣土车违规
情况……在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
考察过的浦东新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
心，大屏上跳动着150多种反映城市运行
体征的数据。浦东城运中心副主任陈炜
炜说，数字背后反映着民情民意，要通过
智能化手段，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现代化的城市治理，还须汇聚民智。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
参与。”2019年11月，总书记到上海长宁
区古北市民中心考察，首次提出“人民民
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当时在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长宁萍聚
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结合本职工作，用
朴实的话说出对总书记要求的理解：“从加
装电梯到为老服务，要多听老百姓的意见。”

截至2021年底，上海25家基层立法
联系点参与了20件国家法律、64件地方
性规定的征求意见工作，530多条立法建
议被采纳。通过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更多群众建议转化为城市
发展“金智库”、社区治理“金点子”。

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牵引提升城
市智能化水平，搭建更多线上线下民意

“直通车”，持续为基层赋权、增能、减负
……面对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的新课题，上
海将持续绘好城市治理“工笔画”，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使命如山，初心如炬。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转化为生动实践，上海必将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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