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眼

更多精彩一扫掌握
下载华西客户端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
可在应用商店搜索“华西都市报”、“成都范儿”

或访问：apps.huaxi100.com

2015年11月17日 星期二

0202

官方微博：腾讯/新浪@华西都市报 华西微博：t.huaxi100.com 华西都市网：www.huaxi100.com 报料QQ：130069110 短信报料：13880035050 责编龚爱秋 版式宜文 校对黄淑琼

报料热线028+96111

成都
发展
Chengdu
Development

硅谷市长点赞：
成都园区规划
值得借鉴

本届创交会和欧洽会具有全
球性、高端化和全要素三大特征，
与会的各国政商、专家学者分享
了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最新资
讯、发布前沿科技成果、开展投资
贸易与合作。

“成都扶植中小微企业的发
展，与欧洲不谋而合。”德布拉斯
话音未落，台下已响起了掌声。
11 月 9 日，在成都创新创业交易
会上，欧洲创业与创新联盟主席
阿瓦罗·西蒙·德布拉斯就欧洲创
业经验做了 20 分钟的演讲。会
后，德布拉斯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善
的基础设施，也涌现出不少新的
孵化园。为创新者实现自主创
业、更好成长提供了一个好的环
境。”德布拉斯说，中国也涌现了
很多闻名于世的企业家，他们成
为年轻人学习的对象。

尽管不是第一次来成都，硅
谷摩根山市副市长玛丽莲·里布
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丝毫不吝
啬对成都的赞誉。“两个月前我拜
访了成都，我看到了这边巨大的
发展潜力，成都以及它周边的城
市和周边的科技园区都让我印象
深刻。成都在科技园区的规划上
值得硅谷借鉴。”

会议举办期间，全球创新创业
生态峰会、全球创新创业成都共识
圆桌会、全球创业名校高峰论坛等
5场高端论坛也如期举行。此外，
中欧清洁技术专题对接会等4场
对接交易及“菁蓉杯—全球创新创
业大赛”也成功举办。其中，全球
创新创业生态峰会以“共建全球创
业新生态”为主题，通过国内外相
关政府机构的主旨演讲、企业代表
和投资机构对话等形式，对创新创
业做深刻阐述。而中欧清洁技术
专题对接会，具体针对环境问题，
促使世界各国更加关注清洁技术
产业的发展。

“欧洽会”连续多年落户成都
将搭建全球化创新创业平台

11月 9日上午，2015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
易会暨第十届中国·欧
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

洽谈会在成都启幕。150多家
欧盟企业和美国、法国、德国等
30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机构和
企业代表，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芬兰图尔库运用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等国际国内知名高
校参会。

经过三天的洽谈，互动体验
交易会现场109个项目达成交
易，交易总额53.2亿元。除此
之外，主办方还依托成都全球创
新创业交易平台，搭建了一个集
创新产品展示体验发布、人才交
易、股权投资交易、孵化器咨询
和创业者资源对接五大功能于
一体的对接平台。

2015年是中欧建交40周
年。第十届欧洽会是唯一一个
在中国举办的中欧建交40周年
活动，也是全国首个全球性创新
创业交易会。

11 月 11 日，就在大家都忙着
“剁手”网购时，成都的创业圈掀起
了另一股高潮。这一天，“2015成
都全球创新交易会”落下帷幕，来
自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政府官员、
专家学者以及风投机构、知名高校
和创新型企业等各方面代表，围绕

“开放创新、共享发展”的主题，就
当前及未来全球创新创业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进行思想碰撞，达成

《全球创新创业成都共识》（下简称
《共识》）。

这 究 竟 是 一 份 怎 样 的《共
识》？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共识》凝聚了全球的创新创业经
验与建议，提出创新创业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经济发
展的强大引擎、是城市转型的核
心动力、是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
是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五个
方面的内容。

多名来自国外的创客嘉宾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经济
新常态下，传统产业遭遇了不小挑
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
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
中，也激发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激
情。

在《共识》中，“创新创业是经
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得到了各方的
巨大关注。法国索菲亚科技园
CEO菲利普·马里亚尼告诉记者，
创新驱动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趋
势，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
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了世
界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

“成都的公司需要寻找全球的市
场，全球的公司也希望能分享成都
的创新创业要素”。

分析人士指出，《共识》的发布
意味着一个全球化的创新创业平
台将在成都搭建起来，全球的创新
创业要素资源都将在这里汇聚、交
流与碰撞。

2015年9月6日，蓉欧快铁返程抵达成都青白江。

与原规划相比，新规划最大的变
化之一，是GDP增长目标的调整——
原规划中提出，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
年达6500亿元左右。在新《规划》中，
这一目标调整为3000亿元以上。

变化为何发生？国家级新区爆
发式增长，四川想要从中脱颖而出，
需要更准确的自我定位和产业选择。

数据显示，在2011年之前，我国
只有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
两江新区这三个国家级新区。在
2011年的转折点后，国家级新区获
批成立的步子越来越快，爆发式的增
长到15个。其中，东部有7个，西部有
6个。地处西部的四川天府新区需要
面对很多“小伙伴”，国家级新区从

“特区”逐步到“普惠”。
目前，除浦东新区之外，其他大部

分新区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不
高。四川天府新区的最新规划，也针
对产业结构做了新调整——首次提出

“产业负面清单”，重点发展现代制造
业和高端服务业，大力发展高端产业
和产业价值链分工的高效环节，大力
支持科技创新、生产和商业模式创新，
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

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新区红
利普惠的大背景下，四川天府新区调
整增长目标，无疑代表着一种战略转
变——经济发展“要总量，更要质量，
更要结构”。

天府新区降速求质：GDP调为3000亿以上
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也从原650平方公里调整为580平方公里

2015年11月，四川天府新区跨进国家级新区的门槛刚满“一周年”。
最新版的《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年）》经四川省政府批复同
意，新鲜出炉。

对于天府新区来说，已没有时间“蹒跚学步”。身前身后，是一片急切追
赶的步伐——前面是浦东新区等“老大哥”遥遥领先，后面是“弟弟妹妹”福
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的最新加入。不仅如此，全国还有十几个城市新区也
明确提出要打造国家级新区。

在这场国家级新区爆发式增长的激烈竞逐中，四川如何调整到最佳状
态？能否在赛跑中“抢先”？时隔4年，四川主动调整天府新区总体规划，将
2011版原规划升级为“2015版”的最新规划，成为一个战略“突破口”。

民生红利
住：5年后350万人住在新区

规划总人口2020年为350万人，
2030年为50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2020年为320万人，2030年为480万
人。天府新区范围内共37个乡镇（街
道），其中24个乡镇（街道）纳入城市统一
布局。剩余13个“不进城”的独立乡镇包
括：白沙镇、新兴镇、太平镇和合江镇，发
展都市休闲；黄龙溪镇和永安镇发展文
化休闲；三星镇发展都市农业；茶店镇、
武庙乡、老君井乡、丹景乡、山泉镇和五
指乡发展“两湖一山”国际旅游文化。

除商品房外，政府将建设政策保
障性住房，包括农民还建房、低收入人
群保障房和产业工人住房三类。政策
保障性住房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特
征，合理的安排在各功能区。

绿道：7条绿道各具特色

依托重要水系和交通走廊，建设
以步行、自行车使用为主的非机动车
慢行交通系统，构建连接各级公园、公
共服务中心、文化体育设施和城市生
活区的带形绿色开敞空间。

新区将建设7条各具特色的绿道，
分别为：1、环城生态区都市休闲绿道。
2、二绕都市田园绿道。3、跳蹬河-彭
三路田园休闲绿道。4、锦江人文绿
道。5、鹿溪河休闲绿道。6、东风渠活
力休闲绿道。7、龙泉山湿地公园绿道。

玩：五个特色旅游区

天府新区旅游总体布局为“五个
特色旅游区、七条精品旅游线、多个高
端旅游景区景点”的发展格局。

五个特色旅游区：“两湖一山”国
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都市旅游休闲区、
现代田园旅游体验区、高端工业旅游
示范区、天府文化旅游休闲区。

七条精品旅游线：环城生态区旅
游线、中部国际娱乐旅游线、南部养生
文化旅游线、锦江多元文化旅游线、鹿
溪河科技田园旅游线、东山自然生态
旅游线、龙泉山度假休闲旅游线。

多个高端旅游景区景点：在7条精
品旅游线路上布置多个具有较强带动
作用的重大旅游项目。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丹 李臣

此次四川天府新区最新规划的另
一个重要变化，是用地规模的“瘦
身”。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从原
650 平方公里调整为 580 平方公里，
规划工业用地面积从167平方公里调
整为93平方公里。

这又是为什么？
目前，我国的15个国家级新区面

积都很大：广州南沙新区、甘肃兰州
新区、陕西西咸新区面积都在 800 多
平方公里，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
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贵州贵安
新区面积都在 1000~2000 平方公里
之间，天津滨海新区、青岛西海岸新
区和大连金普新区面积都在 2000 平
方公里以上。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
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当前一些大
城市的城市病严重，新区的一个功能
就是吸引产业、人口集聚，减轻、疏解
大城市中心区压力，防治城市病。而
其增长极的职能则要求开发的范围不
能过大，否则不利于要素、资源高度集
聚。要培育一个增长极，地方也要拿
出真金白银进行投入。范围过大的
话，其强度甚至相当于建设一座新城
市，投入成本太大。

肖金成认为，在中国经济迈入新
常态，过去高速增长态势不再的情况
下，新区更要踏实做好产业结构、定位
调整，节约用地，不能单纯依赖房地产
经济，要产城互动发展。

GDP降速
目标调整为3000亿元以上

用地“瘦身”
建设用地面积580平方公里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于上世
纪90年代初期开始设立的一种
新开发开放与改革的大城市
区。在扩大对外开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海洋经济发展、“两
型”社会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重
大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全方位扩大对
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创新体制机
制的重要平台、辐射带动区域发
展的重要增长极和产城融合发
展的重要示范区。

新闻链接 为什么要搞国家级新区？

成都科学城
四川天府新区
主要研发功能区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雷倢）11
月16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天府新
区直管区获悉，成都科学城规划面
积将从55平方公里调减为50平方
公里，将成为四川天府新区的主要
研发功能区。成都科学城鼓励建设
产业研究院、企业孵化器等创新载
体，探索建立“创投+孵化”服务模
式。

成都科学城起步区内将布局信
息安全、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研发、
工民建设计、校院创新中心、新兴金
融等研发创新产业。规划扩展区内
将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
装备产业、生物产业、节能环保产
业，协同布局科技服务、电子商务、
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同步引进
国家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校院地协同创新中心。

相关负责人透露，科学城将按
照产城一体、宜业宜居的要求，全面
落实小街区规制要求，优化路网结
构、街道尺度、建筑形态、开敞空间
等控规性编制；依据控规编制包括
产业布局、住房建设、文化教育、医
疗建设和商业服务业建设的城市设
计方案。

此外，智慧城市、海绵城市、轨
道交通和公交都市规划都在研究之
中。不久，科学城将形成完善的建
设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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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洽会”自 2002 年进入中国，
2006年起移步成都后，至今已连续举
办10届。

十年来，“欧洽会”见证了成都的
成长。截至今年，累计有2550多家欧
洲企业和4700多家中方企业参会，举
行22800多场次配对洽谈，签约及达
成意向性合作协议1625项，成为欧盟
成员国参与最多、欧方企业参与最广
泛、中欧交流规模最大的投资、贸易和
技术创新合作盛会之一。

借助“欧洽会”的平台，成都与欧
洲间的时空距离瞬间被拉近，加快了
成都、四川乃至中国西部快速融入国
际化的步伐。在10年对欧合作中，特
别是通过欧洽会的平台，成都不仅成
功引进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
等国家的机构、企业入驻，还与28个
欧盟成员国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政府合作项目上，成都开通到
波兰罗兹的“蓉欧快铁”，与丹麦霍森
市结成“友城”，中—丹新能源环保研

发应用中心等一批项目落户，中捷通
用航空产业集群合作成果不断深化，
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于今年9月开馆
等。

在企业的合作上，成都高新区阜
特科技、泰格微波、奥泰医疗、硅宝科
技、英泰力等中方科技型企业，与欧
方签署联合开发、技术转移、成果转
化、投资等合作项目40余个，涉及金
额 5 亿元，带动产业效益 20 亿元，提
升了中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上，成都地
奥与荷兰SU生物医药公司合作开发
的地奥心血康国际化项目，获欧盟上
市许可，实现我国首个中成药以药品
身份登陆欧盟药品市场零的突破。奥
泰医疗自主研发、制造的 Centauri
1.5T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成功在
立陶宛实现装机，成为欧盟市场首台
中国造1.5T超导磁共振。

华西都市报记者 殷航 张想玲

十届欧洽会
拉近成都与欧洲的距离

发布成都共识：
搭建全球创新创业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