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自豪

今日零售每份1元广告热线 86623932 发行投递热线 86511231 邮发代号61-39 本报地址成都市庆云南街19号 邮编610017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5101034000086 杜绝虚假新闻监督举报电话86751128 发行投递质量监督电话86622287 责任编辑：何大江 编辑：郭夏 李昊 樊兴博 联系电话：028-86611442（夜间）美术编辑：史童 美术总监：张维颖

CHENGDU DAILY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今日4 版 权 威 深 度 责 任

市区
天气

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农历七月十二）

总编辑 方明远 值班副总编辑 吴东伟

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04 总21117期 新05528期

多云间晴
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23℃-34℃ 南风1-2级

“距离项目竣工还有几天时间，工
人们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装饰装修、总
坪绿化的收边收尾工作。”昨日虽是周
末，但在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施工现
场，数百名工人像日常一样正在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他们有的运营调试、有的
在为地砖勾缝美化、有的修花剪树⋯⋯
在一旁负责督促工程进度的成都天投
集团西博城项目现场高级工程师莫华
荣告诉记者，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正

在有序推进收尾工作，预计 8 月底全面
完工后，将成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永
久会址、大型会展主办场地和高端商务
活动平台。

“就要离开这个项目了，特别依依
不舍。在这里足足工作了两年多，从头
到尾见证了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
拔地而起，看着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要
多拍几张项目建成后的照片，好等回家
给家里人看看，这里面也有我的汗水。”

正在内部负责安装调试的装修工人李
俊刚告诉记者。

来自河北沧州市的李俊刚自项目
2014年6月8日开工之日起，就投入到
了项目建设中，从项目最初的钢结构，到
金属屋面，再到内部装修，李俊刚几乎见
证了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一路“蝶变”
的辉煌过程，“工作的时候，从没好好看
过它，现在仔细看它，非常的壮观。”李俊
刚感慨地说，“我将会把自己拍得满意的
20多张照片拿去相馆打印，待打印出来
后，将把它带回老家给乡亲看看，让他们
知道这样一座壮观的工程有自己一分力
量，会感到非常的自豪。”

围绕落实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企业抱团“走出去”，昨
日，由 2015 年成都非公有制企
业家培训班主办的新常态下企
业创新发展论坛举行。记者从
论坛现场获悉，由成都企业主
导的投资上百亿的非洲（喀麦
隆）园区项目将于明年开工，成
都企业正抢抓国家“一带一路”
机遇，抱团出海，在全球市场中
不断扩大竞争优势。

新常态下，企业应当如何创
新发展？尤其是在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和我市“蓉欧+”战略背
景下，成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
去”？以此为主题，论坛重点对非
洲项目（喀麦隆）和印度中国工业
园项目进行了介绍。

记者在论坛现场了解到，参
会企业之一的成都蜀虹装备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主导了非洲（喀
麦隆）园区项目，参与了印度中
国工业园区项目。据悉，中部非
洲（喀麦隆）园区项目总投资额
约379亿元，由杜阿拉园区项目
和克里比园区项目组成，主要打
造商住区、商务办公CBD区、装
备制造区、度假旅游区、国际工
业产业园区等。印度中国工业
园项目则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

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重点布局
建材、汽车配件、家用电器、装备
制造等产业。

“我们的项目明年就将要开
工了，现在也有很多企业有意向
和我们一起‘走出去’。众多企
业一同抱团出海，我们一定能发
展得很好。”成都蜀虹装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和昌说。

深入实施“蓉欧+”战略，推
动本地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市持
续提升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水平
的重要要求。记者注意到，昨
日的论坛现场，青白江区也带
来了蓉欧快铁的最新情况，助
力成都企业“走出去”。

“蓉欧快铁相比海运方式
来说，最快 10 天就可以到达波
兰 罗 兹 ，可 以 节 约 大 量 的 时
间。”黄和昌说，他的公司所在
地就在蓉欧快铁始发地青白
江，而他有个想法，即将在喀麦
隆开工的项目，相关材料的运
输就可以搭乘蓉欧快铁。“我们
的相关材料运输可以向北走，
再通过地中海往北搭上蓉欧快
铁回国。”黄和昌对搭乘蓉欧快
铁充满期待，“这也许是一个最
佳途径。” 本报记者 温珙竹

新华社酒泉 8 月 13 日电 据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按流程完
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的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8 月 13 日从北京空运至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展发射场
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计划于 10
月中旬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设施
设备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
划有序进行。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的主要任
务是，为天宫二号在轨运营提供人员
和物资天地往返运输服务，进一步考
核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功能和
性能，特别是空间站运行轨道的交会
对接技术；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对
接后完成航天员中期驻留试验，考核
组合体对航天员生活、工作和健康的
保障能力，以及航天员执行飞行任务
的能力。

执行本次任务的飞行乘组由2名
男航天员组成，正在进行任务强化训
练。在轨飞行期间，航天员将开展航
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和空间应用技
术、在轨维修技术、空间站技术试验
以及科普活动。

神舟十一号飞船与神舟十号飞
船技术状态基本一致，根据任务和
产品研制需要，进行了部分技术状
态更改。

iWorld2016 数 字 世 界 博
览会将于 8 月 18 日至 21 日在
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本届博览会由美国国际数
据集团（IDG）主办，成都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成都市博览
局、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

将以“创新、定义、未来”为
主题，首次在中国上演引领虚拟
与现实发展方向的“顶级秀”，全
面展示作为未来互联网发展潮
流方向的 VR/AR 技术前沿。
届时，包括智能机器人、自动驾
驶、3D 打印、VR/AR、无人机
⋯⋯这些时下最前沿、最流行的
科技产品，将联合为成都市民带
来一场“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及
移动互联网生态”交汇的精彩视
觉大戏，奇妙的互动体验。

据主办方介绍，大会设置九
大特色展区，分别为智能硬件主
题展区、VR/AR主题展区、APP
特色展区、移动娱乐体验区、软
件产业综合展区、外设产品展示
区、无人机体验区、移动互联产
品区、腾讯游戏竞技区。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韩国
等十几个国家及地区的重磅展商
云集，宝马、特斯拉、腾讯、京东
方、国美、中搜、柔宇科技、暴风魔
镜、3 Glasses、Sensetime、猪
八戒网、易瞳科技、前海零距、咪
咕音乐等一大批国内外顶尖品牌

都将亮相。产品不仅涵盖最新的
MR、VR／AR产品，包括其涉及
的数字娱乐、头戴式设备、应用终
端显示、无人机、视频语音系统、
机器人、VR科幻电影、芯片、3D
打印机、识别感应系统、控制器、
360 度全景摄影系统等，全方位
展现 VR/AR 技术在生产、生活
各领域带来的革新。有关智能汽
车、智能家居、智能硬件、智能影
音、智能机器人等，行业最新尖端
设备和产品也将悉数亮相。

此外，为让科技粉丝和普
通 观 众 都 可 以 近 距 离 感 受
iWorld，本次大会现场设置了
科技粉丝交流区、无人机体验
区、VR 专题体验区、电子竞技
比赛、科幻电影 VR 展等多个互
动体验活动。

展会同期，主题为“遇见移
动生态融合”的数字世界国际高
峰论坛，将携“数字世界高峰论
坛”与 VR/AR 领袖峰会、第三
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开发创意大
赛（成都站）、“科幻邮差”IP创投
会、2016 年亚太/中国 ICT 市场
趋势论坛（成都站）、渠道合作伙
伴大会、移动健康数字医疗论
坛、移动游戏论坛等7场平行论
坛密集上演，共话移动互联生态
圈的全球创新趋势，欲在蓉掀起
新一轮的硬件创业热潮。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客户
端记者 王晓鸥

■ 项目主体、屋面系统、幕墙、机电安装工程已完成
■ 装饰装修、总坪及绿化工程等进入收尾阶段
■ 预计在8月底全面完工，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 将成为西部国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大型会展主办场地和高端商务活动平台

从 1851 年第一
届伦敦世博会上光彩
照人的“水晶宫”会馆
伊始，到2010年上海
世博会上万众瞩目的

“中国国家馆”，大型
的会展会议建筑，既
是所在会议会展的主
要开展场地，更代表
着一座城市和一个国
家的独特形象，作为
致力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的
成都，即将在城南迎
来西部最大的会议会
展平台——西部国际
会议展览中心的全面
竣工，将为成都的会
议会展经济和城市形
象打造树立一块全新
的城市形象名片。

就在西部国际会
议展览中心即将全面
竣工之时，昨日，记者
提前来到位于成都天
府新区直管区（以下
简称新区）天府商务
区的西部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探馆。在项目
工地现场，只见众多
工程人员正在烈日下
进行着运营调试、地
砖勾缝美化、修花剪
树等工作⋯⋯热闹非
凡的施工现场，比起
盛夏时节的高温炙烤
一点也不遑多让。据
悉，作为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永久会址、
大型会展主办场地和
大型高端商务活动平
台的西部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目前项目主
体、屋面系统、幕墙、
机电安装工程已经完
成，装饰装修、总坪及
绿化工程等也已进入
收尾阶段，预计在 8
月底全面完工，将成
为西部国际博览会永
久会址、大型会展主
办场地和高端商务活
动平台。

“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总建筑面
积达到57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达到30万
平方米，结构形式为‘混凝土框架+钢桁
架+网架’结构，共采用了 715 根方柱、
514根圆柱、126根梅花柱作为核心受力
支撑构件。”莫华荣告诉记者，该项目屋
盖结构的主要承重构件采用了 88 榀新
型大跨度预应力梭形桁架，钢结构的用
钢量近11万吨，用钢量和北京鸟巢不相
上下，焊接难度和品质保障措施更是达
到国内国际同规模展馆的先进水平，在

今年5月更是成功入选中国建筑钢结构
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奖——“中国
钢结构金奖”［第十二届（2015-2016年
度）］第一批中国钢结构金奖工程名单，
得到了业内专家人士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整个项目分为八馆十六
厅，其中标准展厅有 15 个，多功能厅 1
个，除了交通大厅的外部串联外，每个
馆有内部连廊，可以互相通行。所有场
馆全部采用梭形桁架和钢拉杆结构形
式，在降低结构用钢量的同时，实现了
空间的无柱设计，视野的无遮挡，最大
限度提高场馆的使用效率。

“不管你从哪道门进入展览中心，
映入眼帘的都会是宽阔的交通大厅。”
莫华荣指着展览中心室内被他们称作
交通大厅的主入口处说道，“这里从地
面到屋顶，足足有70米高。”

据莫华荣介绍，展览中心的八馆十
六厅，除开一个面积为1.6万平方米的多
功能厅外，其余都是面积为1.2万平方米
的标准展厅。“每个标准展厅都是无柱设
计，且都设计有夹层，被装修成了一个个
独立的会议室。”值得一提的是，在交通
大厅主入口处，为了兼具造型及美观上

的需求以及增大内部展览面积，展厅被
设计成了两层，其中第7、8、12、13号4个
展厅就位于展览中心的第二层。

“展览中心有近 6000 个球状空调
通风口，不仅能满足通风、温度控制等
需求，还可以随意调节风向。”不仅如
此，在展览中心展会服务方面的设计细
节上，成都天投集团也下足了功夫。“每
个标准展厅皆设计有宽度不一的 8 道
门，最宽达到 5 米乘以 6 米的规格。当
展厅布展时，以便满足不同型号的货车
开进展厅。”莫华荣告诉记者，因为考虑
到展厅布展时进出货车对地面造成碾
压，展厅地面采用了金刚砂耐磨地坪加
上固化密封剂双重保护，每平方米可以
承重 3 吨，同时专厅还设计有每平方米
可承重5吨的重载馆。

据了解，从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最初的规划立项到具体的设计建造，成
都天投集团在设计、钢结构、机电安装、
装饰装修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使用
了包括新型大跨度预应力倒三角梭形桁
架设计技术、大型会展机电综合安装、大
空间消防灭火、工厂化预制与安装一体
化施工、大空间室内照明、双层双曲面超
长板块金属屋面体系安装、不规则曲面
吊杆玻璃幕墙安装、超长悬挑飘带复合
铝板幕墙安装等 10余项国际先进的工
艺技术，极大地加快推进了项目的进程。

“咱们新区的城市建设真是日新
月异，这个展览中心更是犹如一颗璀
璨明珠，以后这里举办像糖酒会这样
的大型展会，将会为我们新区的群众
购物提供极大的便利，我为建设者们
点赞。”家住西部国际会议展厅中心附
近的居民刘万莉激动地告诉记者，她
每天上班都会经过展厅中心，看着工
程一步步建成现在这番尽显“高大上”

的模样，着实让她情不自禁地为建设
者们竖起了大拇指。

“会展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
平台，我们希望展览中心的建成能够促进
我市城市发展，从而进一步提高成都在世
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为我市加快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会展之都作出应
有贡献。”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区将以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为基石，搭建务实高效的平台，未来通过
举行西部国际博览会、大型会展和高端商
务活动，让国内外展商在分享展会成果的
同时，也让他们真正领略到成都的魅力。
同时，也使我市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现代
会展业，实现成都会展与成都经济联动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项目工程已近竣工尾声，作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大型会
展主办场地和高端商务活动平台的西
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未来在这里举行
的西博会上，让全球目光聚焦成都。

本报记者 王李科 文/图

群众点赞
居民刘万莉：

将为我们新区群众购物提供极大便利

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完工倒计时蝶变！

装修工人李俊刚：

这座壮观的工程有自己一分力量

专家肯定项目现场高级工程师莫华荣：

多项技术创新 跻身业内大奖名单

成都企业上百亿项目
明年在喀麦隆开工

iWorld2016数字世界博览会
下周在成都开幕

坐落于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天府商务区
的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始建于2014年6
月8日，将于2016年8月底全面竣工。展览
中心总建筑面积达到57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达到30万平方米，结构形式为“混凝土框架+
钢桁架+网架”结构，共采用了715根方柱、
514根圆柱、126根梅花柱作为核心受力支
撑构件。整个项目分为八馆十六厅，其中标
准展厅有15个，多功能厅1个。展厅设计为
两层，其中第7、8、12、13号4个展厅位于展
览中心的第二层。建成后的西部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将以打造国际商品展览展示交易、国
际会议和国际商务“三大中心”为依托，以此
推动成都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会
展之都。

新闻小名片

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安全运抵发射场
将于10月中旬实施发射

鸟瞰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全貌。

“混凝土框架+钢桁架+网架”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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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投入150余万元
全市首推建立“微型消防站”

为什么长征中
有这么多重要会议

今日新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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