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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企大腕：成都，投资好地方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昨日开幕，272位企业、机构“一把手”聚首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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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昨日，成

都发布《2013年成都市“立城优城”战

略实施情况统计监测报告》， 天府新区

成都片区和“北改”片区2013全年累计

完成投资突破2000亿元， 占全市投资总

量的三分之一， 经济增长也明显高于全

市。 去年成都还完成棚户区改造户数达

9854户，比上年增加2737户，增长38.5%。

截至2013年底，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

和“北改”片区内正在实施的投资项目

共有1262个，计划投资规模达6628亿元；

全年累计完成投资突破2000亿元，达

2158.80亿元， 占全市投资总量的三分之

一，为33.2%，同比增长8.8%。其中，天府

新区成都片区内有在建项目852个，投资

规模4176亿元， 累计完成投资1465.50亿

元。分类看：现代服务业投资、特色文化

产业投资和自主创新中心投资增长较

快；“北改”片区内有在建项目410个，投

资规模2453亿元，累计完成投资693.30亿

元。 分类看， 畅通工程投资完成79.45亿

元，安居工程投资完成409.83亿元，商圈

改造投资完成79.47亿元。

监测显示，2013年，天府新区成都片

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33.2亿元，同比增

长15.1%，比全市高4.9个百分点。2013年，

“北改” 片区物流业增加值145亿元，增

长10.3%，比全市高2.7个百分点。

79公里。这是成都远郊蒲江县城与位

处成都中心城区的青羊区之间的距离。

虽同属一个城市，但从传统区域发展

模式而言， 这两个地区应是各自发展，并

无太多交集。但成都正在实施的以“全域

发展、圈层融合”为特色的城乡统筹模式

正在颠覆这一传统的发展逻辑。

而落脚到青羊区和蒲江县两地之间

的，是“青蒲对流”合作。

“成都正在实施的‘统筹城乡’战略

的目标之一正是要构建一个一体化的市

域经济格局。要实现包括中心城区、近郊

区县和远郊县的整体发展。不仅仅是经济

层面，也包括民生等诸多领域。而‘青蒲

对流’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四川省社

科院副院长盛毅表示。

小镇逆袭

这个传统的农业小镇正在成为一个

具有工业、商业、娱乐、生活、休闲全要素

的新兴之城。

虽然是中国人，但杨启明身上带着典

型的德国企业管理层的性格印迹，言辞简

洁严谨。他是世界五百强之一的德国博世

集团西南电动工具生产基地的厂长。而该

基地位于蒲江县下辖的寿安镇。

作为参与者， 杨启明正在目睹一个西

部传统农业小镇狂飙突进的“逆袭之旅”。

2011年到2013年， 包括博世包装、博

世电动工具、博世包装技术（亚太）研发

中心三大事业部连番落户寿安镇。

“不能再将寿安看成一个传统的乡镇，

而是一座新城。正是寿安‘产城一体’的规

划让总部看到了发展潜力。”杨启明说。

博世开启“小镇战略”正是得益于蒲江

县与青羊区全面展开的“青蒲对流”合作。

博世集团三大事业部所在的地点位于寿

安工业集中发展区。 操盘这一工业区发展和

寿安新城建设的是一家有着青羊区和蒲江县

两地政府背景的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青蒲公司是一家有国资和民资参

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青蒲对流、优势

互补、 共同发展理念的一个重要载体。”

该公司董事长仲明礼表示。而他的另一个

官方身份是蒲江县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

隐于青蒲公司身后的正是青羊区与

蒲江县之间紧密的 “牵手战略”。“青羊

区作为中心城区， 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不

管是在资金、管理模式还是人才体系等方

面都有着很大优势。但土地资源已经用得

差不多了，发展工业土地成本很高。但我

们寿安镇这里无论在土地资源、环境容量

和人力成本方面都有比较优势。”寿安镇

镇长姚团飞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双方

基于“共赢”原则，共建了青蒲公司。将青

羊区作为蒲江工业发展的窗口，把蒲江县

作为青羊工业的腹地。

这个传统的农业小镇正在成为一个

具有工业、商业、娱乐、生活、休闲全要素

的新兴之城。

目前寿安工业集中发展区内已经聚

集了 “合联新型产业园”、“中德中小工

业合作园”、“蒲东印务创业园” 多个园

中园项目。截至2013年引进入驻的企业达

到49家，总投资金额达到70亿元。

“寿安新城的目标是用5～8年的时间

投资100亿元， 打造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

产业新城。”青蒲公司董事长仲明礼表示。

而这一切正是产生于圈层融合、统筹城乡

的发展理念，“‘青蒲对流’这一模式能迅

速带动我们这样三圈层地区的发展。”

“对流”之效

这种“共建共享，优质发展”的资源整

合模式，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

好局面。“不仅仅提升了城区学校的视野，

更推动了三圈层教育的均衡发展。”

“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在寿安镇

镇长姚团飞看来，蒲江县与青羊区之间的互

动非常频繁。“寿安新城只是其中一部分。”

据了解，青羊区和蒲江县是成都市率

先进行圈层联动发展的结对区县， 在产

业、资源、招商、人口、就业、干部、文化、教

育八个领域都实行了全方位互动和融合。

“形成了青羊带动蒲江、 蒲江支持青羊，

同发展共繁荣的长效机制。”蒲江县县委

书记刘兵表示。

作为一个呼吸科专家，来自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的曾雪峰现在的身份是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蒲江县医院的常务副院

长。在这座医院里，还有大批来自市三医

院的医生活跃在各个医务岗位上。

“市三医院已经托管蒲江县人民医

院3年， 今年一月又签订了5年的托管合

同。城市三甲医院全面托管县级人民医院

的案例，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曾雪峰看

来，成都在统筹城乡医疗卫生工作，让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区域医疗公平方面

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在成都市三医院托管蒲江县医院后，

派遣了大量的专家团队， 帮助重新构建全

新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前医院只有简单

的大内科。托管之后新建了心血管科、神经

科、呼吸科，并且率先在成都县级医院建立

了ICU重症监护室。”曾雪峰表示，托管之

后，蒲江县医院的医疗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除开在医疗领域的合作外，青羊区与

蒲江在教育领域也有深度合作。

2013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 青羊区金沙

小学副校长刘芳菲到蒲江金钥匙学校上任，

接替她的同事郑劼彦，出任这所由蒲江县委

托给金沙小学管理的乡村小学的执行校长。

随她一道而来还有金沙小学另外3名老师。

2012年， 青羊区与蒲江县签署协议，

在全市率先开启了教育 “统筹城乡”的

“学校托管”实践———位于中心城区的青

羊名校金沙小学派出管理团队，到“三圈

层”的蒲江管理金钥匙学校。

据蒲江县督学刘成介绍，目前蒲江县

已经与青羊区形成26所 “结对学校”，超

过半数的学校和青羊区的名校联系在了

一起。“在今年3月签署的‘青蒲对流’合

作协议中，成都知名小学泡桐树小学就将

领办寿安小学。”

在刘芳菲看来，这种“共建共享，优

质发展”的资源整合模式，形成了资源共

享， 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不仅仅提升

了城区学校的视野，更推动了三圈层教育

的均衡发展。”

圈层携手

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概念，还涉

及交通先行、产业互动、公共服务同步。这

将最终彻底打破成都区域之间的壁垒，实

现地区的全面均衡发展。

为了解决中心城市与三圈层市县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成都近年来通过“统筹

城乡”战略，将经济发达的一圈层主城区

与三圈层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此之前一圈层和三圈层之间的差

距相当明显。2011年， 位于中心城区的金

牛区GDP名列全市之首，是最后一名远郊

县的8.5倍。占地不到4%的一圈层城区，经

济总量占全市的50%； 占地近70%的三圈

层（市）县，经济总量却不到全市的17%。

而成都通过“统筹城乡”战略，把一、

二、 三圈层和泛成都经济圈紧密承接，最

终形成交通、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等一体

发展的“新型区域发展格局”。

在“青蒲对流”之外，2012年3月，属

于一圈层的锦江区与三圈层的金堂县签

约，力争到2015年，实现锦江区现代服务

业和金堂县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双翻番”

目标。2012年4月，位于一圈层的武侯区主

动出击，与三圈层新津县合作，在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科技创新、

社会事业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一系列不同圈层的合作，先后在20

个区（市）县展现。”在成都市经信委人

士看来，这种合作不是简单的“先发”带

动“后发”，而是根据区域特点，合理布局

产业，最终实现一圈层的“转二优三”，逐

步退出制造业， 加快发展高端服务业；二

圈层“强二兴三”，担当起先进制造业主

要承载区的发展定位，积极培育与先进制

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三圈层“兴二

优一”，大力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先进制造

业，加快优化特色现代农业和旅游业。

“在成都统筹城乡、圈层融合发展过

程，除了产业不断升级，圈层间的融合也

在不断地惠及民生。”在四川省社科院副

院长盛毅看来，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

概念，还涉及交通先行、产业互动、公共服

务同步。这将最终彻底打破成都区域之间

的壁垒，实现地区的全面均衡发展。

（原载《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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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成都项目

今日签约

在昨日的“中外知名

企业四川行” 活动中，已

有攀枝花和雅安两个市

与企业家举行了恳谈会，

雅安昨日签下了31个产

业重建项目，总投资额达

234.51亿元。今日，还将举

行一系列项目签约仪式，

成都也有不少的项目将

于今日签约，相信此次活

动会为四川的产业发展

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加

强四川与中外知名企业

的合作。

昨日，“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正式拉开帷幕，370余家中外知名企业和商协会参会。此次活动“大

腕”云集，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参会代表达到了152家，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和

机构“一把手”达到了272位。会上，“投资西部首选四川”、“成都是投资热土”成为与会企业家的共识。

“我2006年首次来到成都，而后

的8年里我来了成都6次， 每一次都

印象深刻， 通过成都我看到了四川

地大物博、风景美丽的一面。”海基

会原董事长、中国国民党原副主席、

台湾“三三会”会长江丙坤，昨日参

加 “攀枝花携手台湾知名企业合作

恳谈会”时表示，这里的资源丰富且

富有活力， 是台商朋友投资的好地

方，也是台湾企业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四川投资的台资企业近1700

家，富士康、仁宝、纬创等台资企业在

成都有了工厂， 我期待能有更多的台

企来到这里生根发芽， 共享成都和四

川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 江丙坤介

绍说， 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愿意到西

部发展，来四川投资兴业，在天府之国

完成企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发展机遇。

台湾“三三会”会长江丙坤：

成都和四川是台商投资的好地方

我是从台北松

山机场直飞成

都的， 只花了

3

个小时，听说松

山机场一周有

30

个直飞成都

的航班，双方的

交通非常便捷。

“我们要在中国中西部扩大产

能， 成都是未来的一个很好的选

择。”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万能毅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米

其林进入中国已经25年，需要在更广

阔的领域内获得发展，成都是很好的

选择。虽然，米其林没有在成都设厂，

但米其林和成都早有合作，成都公交

车使用米其林轮胎，沃尔沃等是米其

林的客户。在万能毅看来，米其林在

电子信息产业、化工产业方面的合作

伙伴不少已来到成都，这对于米其林

未来选择成都都是加分。

今年11月，“米其林必比登挑战

赛” 也将在成都举行，“成都在财富

全球论坛中的精彩表现，让我们相信

成都能够将这场全球性的行业盛事

办好。”

米其林（中国）公司总裁万能毅：

扩能中西部，成都是很好的选择

米其林在电子

信息产业 、化

工产业方面的

合作伙伴不少

已来到成都 ，

这对于米其林

未来选择成都

都是加分。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

副秘书长罗怀家昨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在当前的电子信息产业中，成都、

重庆、西安被喻为“西三角”，而成都

在“西三角”中最具影响力和吸引力，

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方面发展最快。

“成都在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人才资源非常

丰富。”在罗怀家看来，成都等中国西

部的城市已成为台资企业投资新焦

点，“很多台湾企业都已在成都投资，

而且规模巨大，这对于带动更多的台

资企业来蓉非常有益。”他介绍说，此

次同业公会约有20余家企业参会，

“各种规模的企业都有， 因为大家都

知道成都是投资的热土。我希望通过

同业公会让更多的台湾电子企业来

成都发展，这里软硬件都很优良。”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秘书长罗怀家：

成都是台企投资的热土

成都在发展电

子信息产业方

面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 ，人

才 资 源 非 常

丰富。

说起四川的投资环境，中国工业

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香江集团董

事局主席刘志强赞不绝口，“这里非

常适合投资兴业，是一片能够为投资

带来丰厚回报的热土。”刘志强昨日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

环境好，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政府对民

营经济的高度重视，“从开始选择在

成都落户，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高效

服务，成都作为四川的核心，经济总

量很快将进入全国前五，长期的投资

潜力巨大！ 必然成为国内投资的热

土。”他谈到，地方政府对于投资企

业非常重视，及时和企业沟通新动向

和发展规划，“让投资企业能够第一

时间了解到政策动向，从中发现最及

时的商机。”刘志强表示，将继续加

大在四川成都的投资。

香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志强：

成都投资潜力巨大

成都作为四川

的核心， 经济

总量很快将进

入全国前 五 ，

长期的投资潜

力巨大！ 必然

成为国内投资

的热土。

为什么会投资四川？“作为世界

500强企业来说， 布局西南， 落户四

川、落户成都是势在必行，也是企业

非常希望的，而且非常重要，市场巨

大。” 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

裁陈雷表示，正威国际对四川进行了

近两年的细致考察，“目前正在和成

都谈的是电子信息产业，计划筹建电

子信息产业园区。”陈雷透露，他们看

好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因为成都

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的发展非常成

熟。另一方面，已有252家世界500强

企业落户成都，相关的配套设施已相

当系统、完善。”陈雷说，在成都投资

的项目，预计会在200亿元左右。

陈雷表示， 成都广阔的市场前

景、政府的重视等都是吸引其将下一

个投资项目落户成都的原因。

正威国际集团投资总裁陈雷：

看好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作 为 世 界

500

强企业来说 ，

布局西南 ，落

户四川、 落户

成都是势在必

行， 也是企业

非常希望的 ，

而 且 非 常 重

要，市场巨大。

成都去年投资 1/3投在天府新区和北改

2013年成都“立城优城”统计监测报告昨出炉

媒眼 成都

看

《中国经营报》刊文

“圈层融合”聚力 成都探行统筹之路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葛红林分别会见了来

成都参加“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

的部分企业嘉宾， 和企业家们就进一步

深化投资合作事宜进行深度洽谈， 诚挚

欢迎更多中外知名企业与成都携手合

作，共赢发展。

在会见华侨城集团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郑凡时，葛红林说，华侨城集团是成都

的老朋友、好伙伴，多年来与我市重点在

旅游及相关产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

合作，打造了以成都欢乐谷为代表的一批

标志性项目，有力带动了相关产业和相关

区域发展。希望集团进一步加大投资和资

源整合力度，不断做大做强华侨城成都项

目，带动周边区域连片发展，同时积极参

与成都特别是天府新区有关旅游文化项

目建设，共同开创合作发展新局面。

郑凡说，华侨城集团非常看好成都发

展前景，将进一步发挥在旅游业领域的资

源和品牌优势，全力推动各合作项目加快

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以成都为战略中心

实现集团在西部地区的更大发展。

在会见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才让时，葛红林说，中国

钢研集团在基础材料领域有雄厚的技术

实力和高层次的人才队伍，集团发展主业

与我市优势产业间有许多契合点，未来合

作发展前景广阔。希望集团进一步坚定发

展信心，探讨加快在成都布局新材料研究

基地和新产品转化基地，将集团重点业务

引入天府新区， 不断开拓广袤的西部市

场，为成都发展注入更多科技活力。

才让说， 成都一直是中国钢研重点

关注的企业服务和科技研发区域， 集团

将进一步加快将研发机构和相关业务引

入成都布局， 与成都建立长期战略合作

关系，在深度合作中与成都发展共赢。

在会见新加坡总理经济合作特别顾

问、 淡马锡全资子公司星桥控股私人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根成时，葛红林说，随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近年来，成

都与新加坡各界友好交往日渐频繁，特

别是新川创新科技园在成都天府新区核

心区域内启动实施， 更是为两地进一步

扩大合作创造了更广空间， 搭建了更高

平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园区各

项建设进展顺利， 我市将继续全力支持

和配合好园区建设，与新方一道，高标准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性园区，并

以此为载体， 促进与新加坡各界开展更

具深度和广度的务实合作。

黄根成说，在四川省和成都市大力支

持下，新川创新科技园建设正不断向前推

进，新方将努力把园区建成中国西部大开

发的典范项目和重要平台， 促进与四川、

成都的务实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

在会见通用电气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夏智诚时，葛红林说，作为

通用电气公司在全球设立的首个客户协

同创新中心， 中国创新中心 （成都）自

2012年5月成立运营以来， 发挥了重要示

范和带动作用，有力促进了我市产业升级

和创新能力建设。希望公司不断扩大中心

业务规模，加快将旗下更多新产品、新技

术引入成都实施， 进一步拓展西部市场，

携手成都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夏智诚介绍了中国创新中心 （成

都）运营状况，他说，通用电气高度重视

与四川和成都的重要合作， 正计划在成

都设立2个新的数据中心，并在医疗和能

源领域开展更多深入合作。

新加坡驻成都总领事彭迪成， 市长

助理毛志雄、韩春林分别参加有关会见。

欢迎更多中外知名企业

与成都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葛红林分别会见参加“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的部分企业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