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会见了来蓉参加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开馆仪式有关

活动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鲍勃·卡尔。

葛红林说，近年来，成都与澳大利亚

各界交往日益密切，以成都市与珀斯市缔

结友好城市关系，与阿德莱德市、悉尼市

结为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及开通成都至墨

尔本国际直飞航线为纽带， 两地在经贸、

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深入

合作，并逐渐呈现出多样化、高端化趋势。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为进一

步深化两地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创造了更

大空间，希望加快探讨开通成都至珀斯直

飞航线， 借助更多直航扩大游客互访，鼓

励两地企业互相走出去开展投资，为两地

在金融、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医疗卫生

领域的友好交往注入更多实质性内涵，开

启友好合作新篇章。

鲍勃·卡尔说，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

是澳大利亚为进一步推动实现与中国特

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开展深度合作的慎重

决定。成都是一座美丽而充满活力的现代

化城市，澳大利亚有关方面愿同成都市一

道，借力领馆建设，进一步深化拓展在更

多领域更深层面的务实合作，与成都携手

共赢。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驻成都总

领事郭南希，市长助理、市政府秘书长门

生参加会见。

本报北京电

（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在京拜会了中

国医药集团总经理佘鲁林，双方就进一步在成

都加强战略合作进行了充分沟通。

黄新初说， 医药产业是关系经济社会发

展、关系民生改善的重要产业，是可持续发展

的朝阳产业。 成都在这方面拥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人才资源和市场前景。当前，我们正在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重点是高新

技术、节能环保、生物制药等现代产业，培育

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实现城市提质升位、

转型升级，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黄新初说， 国药集团是由国务院国资委

直接管理的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全、综合实力

最强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2012年首家进入世

界500强的中国医药企业。在成都经济社会发

展过程中，国药集团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也

特别希望更多地加强与国药集团这样拥有雄

厚实力的央企以及全球知名企业的交流合

作，不断夯实产业支撑，提升城市竞争力。希

望国药集团从战略合作的角度出发， 将西南

区域总部设在成都， 把成都作为生物医药产

业的重要承接地，布局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

市场前景广阔的技术和项目， 进一步促进成

都医药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提供优质高效的生产、 生活、 政务服务环

境，支持集团在蓉做大做强，实现企业发展和

城市进步双赢。

佘鲁林感谢成都市委、 市政府长期以来

对国药集团在蓉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

成都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城市，生

物医药产业基础和市场前景非常好， 特别是

良好的开放发展环境正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

的青睐，“投资西部，首选成都”已经成为众

多投资者的共识。 这进一步坚定了国药集团

立足成都、辐射西南，尽快将在蓉产值做到百

亿元的发展信心。 希望双方在已有良好合作

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医药产

业各个领域开展更为全面、深入的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

市领导李昆学、黄建发参加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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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成都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承接地

黄新初拜会中国医药集团总经理佘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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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片区的产业升级又进一步。金牛区

昨日对外宣布， 继金牛区属荷花池市场关闭提

升后，明年春节前，荷花池片区的蓉北市场、火

车北站市场将完成关闭调迁工作， 商家整体引

导至三环外继续经营，原地不再新建批发市场。

金牛区今日将正式发布市场关闭调迁公告。

今年初，金牛区已确定并启动了19个商品

市场的关闭、调迁、改造项目，其中就包括蓉北

市场、火车北站市场。

据金牛区商务局局长余戬介绍， 蓉北市

场、火车北站市场均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为金

牛区属市场。两个市场紧挨在一起，位于北站

西一巷南侧，成都铁路运输学校以北，东至北

站西一路，西至北站西二路，其中，火车北站市

场占地18.71亩，拥有商位4652个，经营户3075

户，常驻经营人员1.3万人；蓉北市场占地16亩，

涉及商家656户。“两个市场都老了， 建筑形态

陈旧，人多，消防隐患非常大。”

余戬说，按照成都市商品市场布局规划和

“北改” 产业规划对主营业态优化升级的要

求，这两个市场急需升级调迁。两个市场的管

理方与商家签订的都是租赁合同， 截至目前，

绝大部分租赁合同已到期。

两个市场的关闭调迁将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参与、持续发展、政策帮扶的总原则进行，市

场关闭后，该区域将不再新建批发市场，不具

备返迁条件。“我们鼓励、 引导两个市场的商

家向位于北部新城现代商贸综合功能区的成

都国际商贸城进行整体调迁，确保商家经营的

延续性。”余戬说，对于整体调迁的商家，政府

将在租期、租金、经营区位等方面给予支持。对

因特殊疾病或重度残疾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市场现在册固定商位商家，将制定特殊政策予

以支持。当然，如商家要停止经营、不愿意整体

调迁等情况，将依照《合同法》的规定终结合

同关系。

关闭调迁过程中，对于商家缴纳的“摊位

预付款”、“保证金”、“改饰金”和“经营权使

用费”等费用，管理方将在确保商家合法权益

的基础上，依据真实有效的票据，依法依规制

定相关办法予以退还。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摄影报道

蓉北市场、火车北站市场

明年春节前关闭调迁

城北客运站关闭外迁

1700余亩改造项目即将启动

在荷花池片区周边区域，按照“北改”

工作计划，东至北站东二路、南至二环路、

西至五块石立交桥、 北至赛云台东一路约

1700余亩区域的改造项目即将启动， 届时

城北客运站将关闭外迁， 改造后将成为成

都市新的铁路枢纽和城市副中心。

此外，邻近蓉北市场、火车北站市场的

成都铁路局和新华印刷厂南、 北片区已经

开始启动拆迁改造， 府河桥市场小食品交

易区已部分关闭力争年内全面关闭， 木综

厂府河桥市场、 纺织交易市场也将陆续启

动关闭改造。

“荷花池片区将不再新建批发市场。”

余戬说，按照产业规划，整个荷花池－火车

北站区域内将不再布局和新增新的批发

市场。

同步播报

成都商报讯 （记者 王楠 摄影记者

王勤）

昨日，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正

式开馆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澳大利亚驻成

都总领事馆的领区范围包括四川省、贵州

省、云南省和重庆市，郭南希出任澳大利

亚驻成都总领事馆的首位总领事。

“选择成都作为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的

驻地，这意味着成都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日益明显。”在昨日的揭牌仪式上，郭南希

用中文开场，“我很荣幸能够成为驻蓉总

领事馆的首任总领事，我希望与中国西南

地区的人们交朋友，增进友谊。”

郭南希说，促进双方经贸往来将是她

关注的重点，此外，她更愿意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交流合作，如教育、旅游、服务业等。

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鲍勃·卡尔透露，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昨日上午亲自致电，

提醒他问候成都朋友，“是陆克文先生做

出决定选择成都作为澳大利亚在中国西部

设立领馆的城市， 当时陆克文正任职澳大

利亚外交部长， 这是他作为外长离职前所

做的一个重要决定， 他希望成都和中国西

南地区的朋友记得他为此做过的努力。”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是澳大利

亚自1992年在广州设立领馆之后，20多年

来在华设立的又一家领馆，也是其在华的

第四家领馆。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

昨日开馆

澳大利亚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郭南希

明年春节前完成关闭调迁工作的火车北站市场内景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第21届国际核工程大会在成都开幕。中国

核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孙勤，中国科协书

记处书记张勤，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国际核工程大会是世界核工程领域

最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和产业

界有着广泛影响力，被誉为领域内的“奥

林匹克”。 本届大会是继2005年在北京、

2010年在西安后， 大会第三次在中国举

办，以“绿色核能、保障世界”为主题，将

举办技术培训会、大会报告会及15个平行

技术分会场与10个专题讨论会。 大会期

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工程技术人员1200余人，将就当前核能发

展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及未来趋势展开深

层次、多方面的交流探讨。

孙勤、张勤在致辞中说，成都是我国

西部最具科技创新活力的城市，有许多核

工程领域的研究机构和生产机构，本届大

会在成都召开，必将进一步发挥成都在这

一领域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展示最新研究

成果，探讨新技术发展趋势，促进更广泛

交流合作，对核能安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充分

交流，互助学习，共同进步，为人类更有效

利用核能和核技术作出新贡献。

葛红林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成都就

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核工业研究、 开发和制

造基地，进入21世纪，成都在核工程领域又

有了长足发展， 现已拥有一批具有中国乃

至世界先进水平的核能科研机构和制造企

业。我市将以本届大会举办为契机，进一步

推动本地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

与国际核工程领域的技术交流合作， 加快

推动我市核工业产学研快速发展。

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王敏正，美国

机械工程师学会理事长科特博，日本机械

工程师学会代表阿部丰，欧洲核学会代表

哈米德·阿伯德拉西米在开幕式上致辞，

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广大国际同行间开展

更深入的交流合作，合力开创互利共赢新

局面，为核能造福人类贡献新力量。

开幕式后， 环保部核安全总工程师、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刘华，国际原子能机

构副总干事亚历山大·比切科夫， 美国核

管会副主席乔治·阿泼斯托莱克斯， 日本

核管局高级协调官山形浩史分别作了大

会主旨发言；部分业界专家、学者、工程技

术人员作了大会报告。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李冠兴主持开幕

式，副市长苟正礼出席开幕式。

第21届国际核工程大会在成都开幕

孙勤张勤葛红林出席开幕式

开启友好合作新篇章

葛红林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鲍勃·卡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