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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3年中国（深圳）综合发展研究

院最新发布的第五期CDI� CFCI中国金融中

心指数，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全国

前列。而取得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成都市近

年来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西部金

融中心的战略部署。昨日，成都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

了成都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业发

展情况。

金融机构数量 西部第一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成都金

融中心建设正加紧提速， 并不断迈上新台

阶。截至目前，成都是中国西部地区金融机

构数量最多、 金融业态涵盖最全的城市，拥

有银行60家，保险公司72家，证券期货公司

57家，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

投资基金、 融资租赁公司等也实现快速发

展。 今年上半年， 全市金融业增加值432亿

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9.5%，呈现出

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截至2013年6月末，全市有小额贷款公司

110家， 贷款余额223亿元； 融资性担保公司

153家，在保余额1468亿元，其中成都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已进入全国十强。

同时， 成都市深入推动金融服务外包和

高端金融后台集群发展。 在西部率先启动金

融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设， 目前有金融后台中

心16家， 独立的第三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50

余家，初步形成集群发展态势。此外，大力推

进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其中“金融IC卡多应

用平台建设”通过国家发改委评审，成为全国

5个金融IC卡多应用平台试点之一。

上市公司数量 中西部第一

截至2013年9月，全市有海内外上市公司

52家，其中A股上市公司47家，数量居中西部

各城市首位。此外，成都有已过会待发行企业

2家、报会企业15家，辅导期企业30余家，上市

资源充足，并已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梯队。

而在硬件方面， 成都市也在着力打造极

具规模的西部金融中心载体。规划面积5平方

公里的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目前已有四川银

监局、民生银行、安邦保险等121家金融机构

及其配套机构入驻，区域内增加值超过100亿

元，初步形成以金融监管机构为核心、以金融

机构总部为龙头、 以新兴金融机构和金融要

素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业集群。 预计成都金

融总部商务区全部建成后， 总建筑面积将超

过1000万平方米，总投资将超过1000亿元，成

为西部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撑。

金融业增加值 后年将占GDP10%

� � � �当前，我市经济建设提质升位、城市建设

转型升级的各项工作正全面推进， 正着力打

造成都经济升级版。 成都市将加快推动西部

金融机构集聚中心、 西部金融创新和市场交

易中心、西部金融外包及后台服务中心建设。

力争到2015年， 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服务业

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达到10%；金融业成为成都市重要的支柱产

业。围绕这一目标，将推动“五大工程”：

实施“总部机构培育”工程，加快构建

实力雄厚的金融总部集聚中心，力争使成都

逐步发展成为金融总部机构数量多、竞争力

强的区域性总部基地。

实施“市场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构建完

善的西部金融市场体系，加快股权、文化、农

村产权、金融资产等地方要素市场发展。

实施“金融服务创新”工程，加快构建充

满活力金融创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体制机制、

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创新，把成都建设成为创

新能力强、极具活力的区域性金融创新基地。

实施“金融配套完善”工程，加快构建完

善的金融配套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高端后台

机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金融教育培训产业

和中介服务业， 把成都建设成为金融配套产

业完善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实施“发展环境提升”工程，加快构建全

国一流的金融发展环境， 加快推动金融总部

商务区、 金融服务产业园和成都民间金融街

建设， 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金融发展环境最

优的区域性金融 中心。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成都将建设西部首个地理信息科技产业

园， 并力争2020年实现园区产值100亿元。这

是从昨日的“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成都

论坛”上传出的消息。参加本次论坛的150余

人，来自30多个国家，未来3天内将围绕“测

绘地理信息在灾害应急管理中的应用”主

题， 深入研讨当前全球范围地理信息在地质

灾害防治方面面临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据四川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人士透露，

目前，地理信息产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低

碳环保型产业，每年以超过25%的速度持续

快速增长，已成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着力扶持

的新经济增长点。成都目前正在筹建西部地

理信息科技产业园，它将有力推动我省信息

化建设进程， 促进地理信息技术与无线网、

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

樊丽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五大工程” 打造成都经济升级版

成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

熙维）

目前已是深秋，天气逐渐转凉，我市受

“4·20”芦山地震、“7·9”洪灾影响的部分乡

镇，住房重建进行得怎样？过冬物资安排得怎

样？带着这一牵挂，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

初昨日前往邛崃市、都江堰市部分涉灾乡镇，

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要求在科学规划的

前提下，进一步加快住房重建，同时，妥善安

置受灾群众，确保大家安全过冬、温暖过冬。

“生产生活还有什么困难？”“过冬物资都

准备好了吗？”来到邛崃市临济镇、夹关镇、高

何镇、火井镇、水口镇等受“4·20”芦山地震

影响的乡镇， 黄新初随机走进部分受灾群众

的过渡安置房，察看受灾群众过冬准备情况。

他嘱咐当地干部，要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抓

紧开展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排查， 做好

过渡安置房保暖措施， 以及过冬物资的储备

和发放工作，全力确保过渡安置群众不受冻、

不挨饿，安全、温暖过冬。

在实地察看上述乡镇安置点规划、建设、

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情况后，黄新初指出，住

房重建是灾区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实际问

题，要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严格执行相关

政策， 真正把住房重建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

好，把每一分钱的重建资金用好、用在老百姓

身上，高水平规划、高质量建设，在落实抗震

设防标准、 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

进度。 基层党组织在灾后重建中要进一步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 将重建作为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课堂， 以为民务实清廉

的作风推动重建工作，在重建中检验作风、锤

炼党性，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重建

过程要尊重民意， 充分发挥灾区群众主体作

用和监督作用， 组织大家广泛参与重建全过

程，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建设幸福美好新家园。

要坚持运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办法，在

加快住房重建的同时， 统筹解决好地质灾害

防治、耕地保护、产业重建和群众长远生计问

题，实现科学重建、跨越提升。

今年7月上旬，我市遭受有气象记录以来

最强持续区域性特大暴雨袭击， 部分水利设

施受损。 在前往都江堰部分乡镇检查水毁水

利工程加固修复情况时，黄新初要求，要本着

水毁修复与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编制工程修复方案，合理安排修复时序，

全力确保工程质量。对于在“7·9”洪灾中受

灾的群众，要妥善做好过渡安置，解决好他们

的生产生活困难， 眼下重点是住房和过冬问

题，长远则要考虑好就业和生计问题。

市领导谢瑞武、刘守成、黄平参加调研。

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落户成都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实习生 潘

桃）

渝利铁路通车进入倒计时，预计今年

底将正式通车， 沪汉蓉通道也将随之贯

通，届时成都至上海，将有望全程开行动

车组，按照时速200公里计算，蓉沪之间

有望在12小时左右抵达。

昨日记者从国资委网站获悉，10月

8日，中铁二局、五局、电气化局参建的

渝利电气化铁路全线送电成功。目前该

铁路正处于测试阶段，渝利铁路西起重

庆，东至利川，全长264公里。与宜万铁

路在利川凉雾火车站接轨，是沪汉蓉客

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以运营旅

客列车为主，设计时速为200公里，计划

今年底前通车。今后随着成渝客运专线

建成通车，成都至上海之间的火车运行

时间将进一步缩短。

黄新初在邛崃都江堰调研时强调

确保涉灾地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渝利铁路计划年底通车

成都有望12小时到上海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前往邛崃市、都江堰市部分涉灾乡镇，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

武侯十一街棚户区昨日动迁

成都商报讯（胡晓枭 记者 唐小涛）

武侯区房管局昨日举行了十一街棚户区

搬迁改造动员会。 位于临江东路的机械

技工学校大礼堂被十一街棚户区150余

户居民挤得水泄不通。 区房管局负责人

介绍了十一街改造项目情况、 改造政策

等， 并现场邀请两位居民抽签确定了房

屋评估机构。 待评估单位进驻现场完成

评估后，十一街就将正式启动模拟搬迁。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十一街的居民

正在筹备成立民情议事小组， 代表们将

由居民自主投票， 表达居民的意愿和诉

求，以推进十一街棚户区的改造。

“救人英雄”

曾救起40多名落水者

严冬时节，他跳入刺骨的河中，带

头救出4名落水者……昨日，道德模范

先进事迹巡演活动走进彭州市武警中

队，50多名官兵把掌声献给 “救人英

雄”张发进。

张发进现在是一名保安，今年49岁，

家住彭州人民渠附近。因为从小水性好，

乡里送他外号“水鬼”；也因为水性好，

他已经救出40多名落水者。 张发进印象

最深的一次救人， 发生在2011年2月18

日，那一次，他带头救起了4个人。“当时

一辆轿车一头扎进河中，我听到呼救，赶

紧跳进水中救人， 我自己救出2个人，其

他人帮忙救出2个人， 真把我冻惨了。”

张发进说，救完人后，他才发现自己腿被

石块划伤，流了不少血。

彭州市文明办副主任刘小英说，通

过让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这种形式， 教育

身边人多做好事， 倡导一种文明互助的

行为风尚。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周恒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演活动

同步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