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月月 77--1010
日日，，第十八届成第十八届成
都国际家具工都国际家具工
业展览会举行业展览会举行。。
本次展览会首本次展览会首
次采用次采用““一城双一城双
展展””模式模式，，在世在世
纪城新国际会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和目前展中心和目前
中西部最大的中西部最大的
展览中心展览中心————
中国西部国际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城国际展博览城国际展
览展示中心览展示中心（（以以
下 简 称下 简 称““ 西 博西 博
城城”）”）同时进行同时进行。。

据悉据悉，，到西到西
博城逛家具展博城逛家具展，，
不仅有不仅有33条与地条与地
铁接驳的免费铁接驳的免费
公交专线公交专线，，还规还规
划了能容纳超划了能容纳超
过过25002500个车位个车位
的临时停车场的临时停车场，，
配套了停车场配套了停车场
到展馆的专用到展馆的专用
摆渡车摆渡车，，让市民让市民
和商家能够更和商家能够更
加便捷地参观加便捷地参观
展览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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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声》
10名优秀通讯员获表彰

近日，由《天府之声》编辑部报送、经天府
新区成都党工委办公室宣传策划处审定，决定
对华阳街道雷璐等10名《天府之声》优秀通讯
员给予表彰奖励。

《天府之声》以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指导
工作、服务民生为办报理念，通过时政要闻、创
新为魂、基层直击、深度报道、民生关注、新区
扫描、影像天府、新区风貌等多样化的版面形
态，全方位关注报道成都天府新区的建设发展
进程。过去一年，《天府之声》采编工作得到了
新区各部门、各街道的大力支持。

此次表彰奖励的10名《天府之声》优秀通讯
员均来自基层部门。他们从各自行业的角度主
动加强与《天府之声》的沟通交流，为《天府之
声》的采访报道工作提供了支持和配合，并做好
报纸的信息收集、编写、投稿及分发宣传工作，
为《天府之声》的编采、发行做出了贡献。经《天
府之声》编辑部报送、由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办
公室宣传策划处审定，决定给予他们表彰奖励。

2017年，《天府之声》将继续紧紧围绕天府
新区成都党工委管委会中心工作，关注报道新
区建设发展历程、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
得的各项成就。在此，《天府之声》编辑部继续面
向新区各部门、各街道征集各类新闻、信息、线
索，欢迎提供线索或投稿。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西博城是中国西博国际博
览会的永久会址，于2014年6月
正式动工，已于2016年7月进行
了竣工验收。项目占地约 1000
亩，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展览
面积 30.5 万平方米（其中，室内
展览面积20.5万平方米，室外展
览面积10万平方米），可布置共
约11000个室内国际标准展位。

项目西博城总 8 个展馆、16
个展厅，平均每个标准展厅约
1.2 万平方米，多功能厅面积 1.6
万平方米；内设40个会议室，每
个会议室面积为 60-150 平方
米；地下空间布局了三处集中餐
饮区共约1.25万平方米，可容纳
约6200人。

据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规
划建设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如此
庞大的展览面积，在全国已经名
列第四。

无立柱设计
用钢量堪比鸟巢

站在北侧的观景平台，虽然
不能一览西博城全貌，但其流畅
舒展的外形令人震撼。

“项目位于天府商务区的核
心区域，建筑的设计整体呈V字
形，整体造型寓意四川风景地
貌，屋顶造型似四川层峦叠嶂的
群山。”为高效优质推进项目建
设，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成立了
以规建局局长为指挥长的西博
城规划建设指挥部，从规划方案
的审定、工程建设推进、质量安
全监管、竣工验收移交等全过
程、全方位地做好服务保障。

走进展厅，整个展厅内居然
一根立柱都没有。“秘密就在那
些钢梁上！”黄伟指着屋顶上横
着的黑色、看起来很像“鱼肚子”
大型钢架说。“没了立柱，场馆内
的采光效果更好，还能最大效率
利用空间。”

交通大厅两侧，奇特的立柱
支撑着顶棚。“这种梅花柱三根
为一组，共有126组，下粗上细，
造型的设计灵感源自我们四川

悠久的竹文化。”
西博城大量采用钢结构，用

钢量与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相比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多项
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让西博城还
获得了中国钢结构最高奖——
金奖工程的殊荣。

交通四通八达
负一层直接接驳地铁

天府大道、梓州大道、剑南
大道和成自泸高速4条纵干线直
达，周边各等级道路纵横交错，
十分便利；周边规划有5条地铁
线路、2条有轨电车线路、2个轨
道交通换乘枢纽和 2 个地铁站
点，以及完备的公交站点，便捷
通达机场、火车站等主要交通枢
纽……

西博城周边交通四通八达。
目前，周边路网已经全面建成。
其中杭州路、宁波路、蜀州路、福
州路、夔州大道、厦门路、汉州
路、广州路、通州路（一期）已通
车；广州路与蜀州路节点西南侧
匝道、厦门路与蜀州路节点西南
侧右转车道已于5月底前完成收
尾工作；涉及道路的市政设施移
交工作已基本完成。

“西博城地下负一层是餐饮
区和停车区，更可直接与地铁站
厅无缝接驳。”据了解，正在加快
建设的天府商务区地铁中心站，
是成都最大的地铁枢纽工程。

“今后共有 4 条地铁线会在
这个枢纽站换乘：1 号线、11 号
线、18 号线以及规划中的 16 号
线，并且共用一个换乘大厅，同
时它还有地面的公交站台通过
自动扶梯实现无缝换乘。”

中心站南侧是一个公园，地
下是西博城配套的商业部分；北
侧就是已经建成的天府公园秦
皇湖边。从南侧经过中间的下沉
式广场就能抵达换乘大厅。“今
后如果大家逛展览、买东西累
了，又不想直接乘地铁回家，就
可以直接从大厅穿过，到北侧的
天府公园秦皇湖边休闲一番。”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内部现代感十足

第十八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6月7日-10日举行

今起 到西博城逛家具盛会

今天，西博城迎来了第十八
届成都国际家具工业展览会。

其中，西博城展陈内容分为
四大板块，分别在 A、B 区 1-4 号
厅、C区一层5、6、9号厅展示成品
家具，D 区 14-16 号厅展示家具
生产设备，C区二层7、8、12号厅
展示小件家具，C区一层10、11号
厅和二层 13 号厅展示家具原辅
材料，展出面积 18 万平方米，占
展出总面积的69.2%。

乘车很方便
地铁站口就能坐免费公交

西博城位于天府商务区核心
区域，虽然目前地铁尚未开通，但
为了方便市民和行业商家逛展，
新区规划建设局专门安排了公交
专线。

据新区规划建设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展会期间安排的公

交专线包括：地铁1号线广都站-
西博城，6月7日-9日运行时间为
8：00-16：00，6 月 10 日运行时间
为 8：00-13：00；新会展中心-西
博城，6 月 7 日-9 日运行时间为
8：00-15：30，6 月 10 日运行时间
为8：00-11：00，专线都是免费乘
坐。另有常规线路：T1 地铁华府
大道站-兴隆湖南（天府新区海关
站下），运行时间为7：00-20：30、
T6 地铁四河站-兴隆湖南（西部
博览城西站下），运行时间为07：
30-17：30。

开车不用愁
2个停车场可停2500辆车

自己开车去逛展，也很方便。
从城区出发，天府大道、红

星路南延线、剑南大道等主干
道都能前往西博城。不过要提
醒大家的是，展会期间西博城

周边采用顺时针方向组织单循
环交通，天府大道由北向南方
向在广州路立交左转达到西博
城，由南向北经由福州路右转
进入天府大道。

参观展览的市民可将车辆
停放在位于汉州路西侧和东侧
的两个临时停车场内，规划车位
超过2500个。市民可从停车场直
接搭乘P+R摆渡车前往展馆。

通讯不打挤
“双电源”20个基站来保障

看到宏伟气派的西博城，想
要发个朋友圈晒一晒？看上了好
看新奇的小家具，想要发给家人
看一看？没有4G网怎么行？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据了解，
截止目前，为西博城提供主要电
源的110kV苏码头变电站4回主
供线路运行良好。而作为备用电

源的110kV桐子湾变电站4回供
电线路也已经建成，连同其上游
的220kV秦皇寺变电站均于5月
下旬投入运行，备用线路（第二电
源）也已经全部接通。

据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
西博城所在的天府商务区布局了
通讯基站20处，目前已经全部投
入运行，可满足6万人参展需求。

5 月 31 日前，移动、电信、联
通通信设备全部接通。为了保证
展览期间的通讯畅通，各通信运
行商将共准备 7 台应急通信车。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层展厅还是
负一层餐饮区域，4G信号能够覆
盖到市民所在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西博城目前还具备了
独立的 2 路水源供水和独立的 2
路气源供气。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摄影 张士博 王天志

逛展淘家具 地铁出口公交免费坐

西博城 展览面积全国第四

西博城通讯基站已全覆盖

西博城周边道路四通八达

西博城壮观宏伟朝气蓬勃

6月5日晚，天府之声记者从新区交警部门
获悉，6月7日－10日，西博城展会期间，新区交
警将采取交通组织措施，西博城内实施车证管
理，无证车辆禁止进入，社会车辆停放在临时
停车场内，交警建议选择地铁、公交、共享单车
等公共交通方式进行出行。

蜀州路（广州路-福州路）按照由南向北单
向交通组织，且只允许公交车辆、接驳车辆通
行，其他车辆严禁通行；福州路（蜀州路-汉州
路）除停靠等候的出租车外，只允许持证车辆
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汉州路（福州路-广
州路）只允许持证车辆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通
行，（福州路-宁波路）按照由南向北单向交通
组织；广州路（汉州路-福州路）只允许持证车
辆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通行；展会期间关闭厦
门路下穿隧道；封闭厦门路与科学城立交辅道
路口，禁止车辆经厦门路前往蜀州路；封闭蜀
州路与广州路交叉口下穿隧道，禁止车辆经下
穿隧道前往蜀州路；从科学城北路沿蜀州路到
达广州路的车辆除持证车辆外，其余车辆只允
许左转进入天府大道。

此外，以西博城为中心，交警将根据现场
交通流量对周边道路实施逐级分流措施。市区
前往西博城的出租车沿天府大道出城后，诱导
至经武汉路、杭州路、宁波路等道路转换后到
达西博城指定停车场，公交车辆和持证车辆诱
导至科学城立交转换后到达指定停车场；沿梓
州大道出城后，诱导至经通州路、宁波路到达
西博城指定停车场。

何若鸿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西博城家具展期间
无证车辆严禁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