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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轻拂，骑着自行车从四川成都锦
城湖出发，沿着锦城绿道一路向东，途经
桂溪生态公园、中和湿地，约45分钟后可
以到达江家艺苑的高迪主题艺术世界。
湖中道、浅丘道、湿地道、林荫道……规划
全长34公里的锦城绿道通过8座跨线桥
梁实现全域无缝连接，景观与城市慢行系
统互联互通，成为成都市民休闲健身的好
去处。

锦城绿道是成都天府绿道的一部
分。近年来，成都以绿道为脉络，着力构
建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天府绿道是城市
之脉，但又不仅是一条“道儿”。一方面，
绿道形成慢行交通、文化展示、体育健
身、生态景观等场景功能；另一方面，形
成时尚消费、文化创意、流量经济、共享
经济等新兴业态，实现了公园城市资产
的“保值增值”。2017年以来，成都系统
谋划，已建设各级绿道 2607 公里；今年
将开工建设绿道1200公里并连线成网。

建设绿色网格

“在我印象中的公园是一小块，非常
局促，是‘水泥森林’中的一小片绿。现
在我更喜欢兴隆湖的‘绿’，绿道串起的
一整片‘绿’，是一个真正的公园。我们
在技术前沿你追我赶，在最靠近自然的
地方办公，满足！”易冲半导体公司的孙
敏已经在成都天府新区兴隆湖畔工作两
年，他所在的团队拥有无线充电领域众
多专利。

工作在“跑道”，奔跑在绿道。3 月
20 日下午 1 点，兴隆湖畔办公楼里的人
们陆续走出来，或端着咖啡散步，或换上
跑鞋跑步。“绿道围着绿岛，现在空气越
来越好了。”孙敏习惯在午休时到湖边

放松。
“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

画卷随着绿道网格的铺就徐徐展开。“按
照‘可进入、可参与、景观化、景区化’的
理念，天府绿道将构建生态区、绿道、公
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系。”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总规处处长江
毅告诉记者，按照《天府绿道文化建设策
划方案》，天府绿道将连接起区域内的主
要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
古迹和居民区等。

每一条绿道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生态
价值。“以锦城绿道为例，建成后，不仅将
实现人均增绿10 平方米，还将形成133
平方公里的生态公园、20平方公里的生
态水系、24平方公里的城市森林、8条一
级通风廊道，同时保护35平方公里的基
本农田。而整个绿道体系构成的巨大绿

色网格将使成都成为一块巨大的翡翠镶
嵌在成都平原之上。”成都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汪小琦向记者介绍。

“真没想到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进行
摄影创作！”家住成都三环路北一段的李
先生把工作地点搬到了离家仅百余米的
金牛区府河摄影公园。作为天府绿道的
有机组成部分，这里正在形成一个以摄
影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公园与商居业态
的优质融合，构成连续绿色网格。

打造绿道经济

绿色网格串起的不仅仅是风景。通
过植入文创、旅游、体育、休闲等元素，绿
道成为一个个新经济应用的场景。目
前，天府绿道社会资本参与率已达到
41%，随着一二级驿站招商政策落地，社

会资本参与度将逐渐提高。
今年 8 月，成都市温江区半亩方塘

民宿酒店将竣工；明年8月，临江花海现
代农业产业区也将完成建设。“立足‘南
城北林’空间格局，依托现有160公里绿
道基础，打造绿道经济，其实质就是发展
新经济，将绿道建设成为助推城乡融合
发展的绿色经济带。”四川农业大学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伦理说。

天府绿道的自我“造血”功能还在不
断提升。以锦江绿道江滩公园为例，公园
1期产业投资1300万元，其中成都文旅
集团投资 130 万元，引入社会资本近
1200 万元。“社会资本越发青睐绿道项
目，是因为我们用绿色作为底色，把公园
设置成了消费场景。滑板乐园、沙滩排球
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从而带动公
园的消费结构从‘一老一小’扩大至年轻
群体。”成都文旅集团副总经理段莉说。

绿道建设只争朝夕，绿道管护功在
长远。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天府绿道现场
推进会上，成都在确定2019年建设计划
的同时，将“提质”作为今年的关键词。

除了全力推进建设外，天府绿道将
更注重发挥规模效应，通过狠抓工程质
量，加强场景营造，提升绿道资源的生态
价值。此外，面向社会的绿道主题活动
也将越来越多，成都将通过建立政府监
管、公司化专业化运营管理体制，推进天
府绿道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公益和“生意”
两不误。春节期间，锦江绿道推出了“夜
游锦江”项目。“通过再造一个旅游市场，
提高游客的时间利用率和旅游体验，推
动成都的旅游经济发展。春节期间试运
营已经吸引20万游客。”段莉说，天府绿
道建设完成后，还可以串起更多的旅游
景点，以绿道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开发也
将提上日程。

天府绿道不仅体现了公园城市的生
态价值，更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成都以绿道为脉络，着力构建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天府之国再添绿色名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钟华林 刘 畅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朱琳从
中国贸促会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0年阿联酋迪拜世博会中国
馆建筑命名为“华夏之光”，寓意希望和
光明。其建筑外观取自于中国传统灯
笼，象征世界各国在世博会平台上欢聚
沟通，追求繁荣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和幸福大家庭。

据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组委会秘书
长、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冯
耀祥介绍，本届世博会上，中国馆将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机
遇”为主题，以4636 平方米超大自建
馆形式亮相迪拜世博会，将围绕“探索
与发现”“沟通与连接”“创新与合作”

“机遇与未来”等4 部分，以创新创造
机遇、机遇打造未来、未来共同发展为
展示主线，重点展示我国科技和信息通
讯领域的发展成果，宣介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主张。

冯耀祥表示，参加迪拜世博会将
有利于促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
入发展，积极推动双方共建“一带一
路”，有利于增进中国与各参展国的交
流与合作。

迪拜世博会中国馆

命名为“华夏之光”

“我申请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拿到了
证照，徐州的行政服务质量越来越高
了。”前段时间，到江苏徐州创业的王先
生说，他准备开一家餐饮公司，在徐州市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窗口，不到两个小时，
开办企业的各项手续就全部办齐了。

不仅是行政服务质量，在徐州，质量
引领的发展理念已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贯彻。

近年来，江苏徐州以“质量强市”为
引领，聚焦质量强企、质量强业，不断增
强企业质量竞争力、坚持培育质量发展
新动能、持续优化质量发展软环境。

徐州坚持把“质量强市”作为把握新
一轮发展机遇、实现转型升级、建设淮海
经济区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坚定不移
地走以质取胜的道路。近年来，徐州市
把“质量”写进城市发展规划，专门出台

《徐州市“十三五”质量发展规划》。

如今，“诚信立徐州、品质引未来”
的口号遍布徐州的大街小巷，人人耳熟
能详。2014 年，徐州在全国范围内征
集 城 市 质 量 精 神 ，共 收 到 各 界 来 稿
5000 余条，最终，“诚信立徐州、品质引
未来”成为徐州城市质量精神口号，

“诚信”和“品质”也成为徐州最显著的
质量文化。

徐州产业结构偏重，转型是必须打
赢的一场硬仗。靠什么闯关夺隘，徐州
人意识到，质量是利剑。

2019年初，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主持制定的国际标准《机械产品数
字化手册通用要求》正式发布。从2011
年徐工首次派员以专家身份参与国际标
准制定以来，企业累计主持或参与制定
的国际标准已发布3项，另有3项国际标
准在研。

标准是制高点，是话语权。在工
程机械领域，国际标准长期被欧美企
业把持。徐工作为徐州老牌工业劲
旅，在国际标准制定道路上砥砺前
行，不仅提升了徐州制造的国际影响

力，也有力推动了机械行业的转型升
级和技术进步。

标准技术战略只是徐州质量强业、
质量促转型的一个缩影。

位于徐州市铜山区的江苏云意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过10多年的发展，累
计获发明专利22件，智能调节器芯片高
度集成技术打破国外垄断；车用调节
器、整流器等主要技术指标达国际先进
水平，先后获评江苏省科技小巨人企
业、江苏省百强创新型企业、中国内燃
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零部件行业排
头兵。2018年，云意电气成功问鼎徐州
市质量最高荣誉：徐州市市长质量奖。
谈及企业高速发展的秘诀，负责人付红
玲说是“质量”。

抓质量、促转型，徐州着力发展高水
平“徐州制造”“徐州标准”。全市拥有

“中国质量奖”提名奖1个、全国质量奖1
个、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1个、江苏省
质量奖2个、中国驰名商标18个、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 10 个、省名牌产品 128 个。
目前，全市已累计诞生 14 项国际标准

（含8项SEMI国际产业技术标准）、294
项国家标准、222 项行业标准、136 项地
方标准。

2018年，《徐州市质量促进条例》制
定出台，对以法治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具有里程碑和“试验田”的意义。《条例》
立足徐州经济社会发展特色，确立了品
牌、标准化、创新 3 大质量发展战略，提
出通过提升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徐州打
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
地；促进全市以“徐州制造”“徐州工程”

“徐州服务”的高质量打造淮海经济区
“质量高地”，更好满足产业振兴转型和
消费升级需要，促进质量发展全民共
建、成果全民共享；塑造了质量提升的
法 治 路 径 ，全 力 打 造 质 量 法 治 区 域
样板。

徐州市副市长徐东海表示，徐州围
绕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以思想“破
冰”助推行动“突围”，以法治建设保障高
质量发展，以发展新动能铸造发展优势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正一步步
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江苏徐州：“以质取胜”培育发展新动能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本报讯 记者黄鑫报道：2019北
京世园会即将举办。据悉，162 天的
展期里，参观者将超过1600万人次。
为确保展览期间的通信和网络畅通，
3大运营商都提供了5G网络服务。

据了解，结合5G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已实现世园会区域
5G 网络全覆盖。中国移动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提供最优质的网络质量和
服务，保障世园会期间广大游客的语
音、上网感知，同时展现中国移动在引
领构建5G生态方面的创新应用。

世园会通信保障是中国移动北京
公司2019 年重大保障任务。中国移
动北京公司依据历年来重大事件网络
保障经验，在网络规划方面，采用

“4G+5G”的多层组网模式，可以保障
世园会日均 10 万人、日峰值 25 万人
游览期间的通信需求，同时还能满足
物联网用户和国际友人的漫游接入；
在世园会会场外围，则制定了重点交
通干线以及配套酒店、餐饮等地点的
网络保障方案。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作为 2019 北
京世园会的全球合作伙伴，也在整个
世园会园区及数字中心覆盖了5G信
号，并在中国馆、国际馆、植物馆、永宁
阁、园艺小镇、生活体验馆、演艺广场
和商业服务建筑内覆盖中国电信固网
资源，提供安全稳定高速的通信服务
和应急保障。

此外，展馆里还有看得见、摸得着
的5G展示。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届
时在中国移动世园会展厅，游客将体
验到包括5G智慧城市沙盘、5G无人机全景巡航直播等基
于5G网络的创新应用展示。

中国电信的5G展馆，则为游客准备了“数字脸谱+数
字山水”“5G未来城”“5G健康屋”和“5G梦生活”等5G应
用展示。其中，“5G未来城”应用展示中，中国电信以世园
会园区为蓝本打造了感应式沙盘。环境监测、智能环卫、智
慧灌溉、水质监测这4个代表性的系统已经被预设在沙盘
相应的感应位置。观众通过操作就能切换视频观看相应的
解决方案。在“5G健康屋”，观众通过混合现实眼镜，体验
者可以看到医学影像数据以全息立体的形式精确呈现，这
将打破距离的限制与虚实的界限，为医护人员提供实时的
信息、展示真实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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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周雷报道：4月2日，国务
院国资委联合教育部在清华大学举行“国企领导上讲台、国
企骨干担任校外辅导员”活动启动仪式。该活动首批选择
50家中央企业和50所高校结对，邀请国企负责人上讲台，
选聘国企骨干担任校外辅导员，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表示，此项活动有利于更好推
动高校和企业联手、理论和实践结合、校外辅导员和学生
结对，把国资国企最新的发展成果，把中国特色现代国有
企业制度最鲜活的实践案例带进课堂，为丰富高校课堂实
践教学、推动校内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提供源头
活水。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指出，这些年国企涌现出
一大批优秀的时代楷模、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创新能手。
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报国情怀、奉献品质、创新创业精神，
既是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高校思政工作的
重要资源。要以活动为契机，不断凝聚育人合力，让广大青
年学生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国企领导上讲台、国企骨干

担任校外辅导员”活动启动

马立训，1920 年生，山东
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人。他
家境贫寒，12岁就到煤窑当小
苦工，不久被招募入国民党军
当兵。1940年4月被解放，参
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
队，历任班长、排长。1944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苦练杀敌本领，不断革
新爆破技术，在抗日战争中参
加战斗40余次，完成了20余次
爆破突击任务，炸死日伪军500余人，被誉为“爆破大王”。

1941年春，马立训协助战友炸毁莱芜吴家洼据点，炸
死汉奸30余人。1942年7月，在攻打岳家村日伪军据点战
斗中，他和战友总结爆破经验，利用军毯扎成炸药包，用手
榴弹引爆，炸掉据点，全歼守军。同年8月，在山东泗水孙
徐战斗中，马立训连续炸毁日伪军 4 座碉堡，炸死日伪军
60余人。

1943年11月，在攻打鲁南柱子村战斗中，马立训执行
偷袭爆破任务，接近日伪军炮楼时被敌发现。他隐蔽在壕
沟内，用军帽吸引敌机枪火力，迂回近敌，炸塌守军圩墙和
炮楼，为部队打开了进攻通路。

1944 年 5 月，在攻打山东平邑县庞庄日军据点战斗
中，马立训炸开第一道障碍后，利用有利地形，又主动炸开
据点门楼，部队得以迅速通过突破口向纵深前进。

1945 年 3 月，在沙沟崖战斗中，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军
队构筑的炮楼在斜坡上，难以实施爆破，马立训用木棍绑扎
的支撑架，逼近炮楼后，将炸药包送至炮楼半腰，冒着守军
机枪的扫射，紧紧撑住木架，直至爆炸前的瞬间才转身隐
蔽，一举炸毁炮楼。

1945年8月3日，在山东滕县阎村战斗中，马立训带领
突击班执行爆破任务，越壕冲击时不幸牺牲，年仅25岁。

文/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
（据新华社电）

马立训：威震敌胆的爆破英雄
3月31日，安徽省肥东县包公镇大许社区花卉扶贫产业园，志愿者帮助当地群众

采收非洲菊。近年来，肥东县积极鼓励花农大力发展花卉产业，通过“种植大户+贫
困户”的模式建起产业园，花卉产品俏销市场。 许庆勇摄（中经视觉）

花卉产业助增收

市民在成都锦城湖边绿道上漫步。 胡大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