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人的中国梦

向上生长

希望城市便利、产业发达、人才汇集、农业兴盛、联通世界……

奋战在五大兴市战略第一线的成都建设者心系城市发展

阿姆斯特丹、伦敦、法兰克

福、墨尔本、阿布扎比……从成

都出发到世界各地，已经有了越

来越多的直飞客运航线，而成都

市物流办口岸处处长刘学军和

他所在的团队正是这一条一条

直飞 航 线

的 “幕后

推手”。昨

天，他高兴

地告 诉 记

者，下月11

日，成都将

开通 飞 往

美国 旧 金

山的 直 飞

航线，成都

市民 今 后

飞往 北 美

大陆 将 不

用再 到 北

京、上海等

地转机。下

一步，不仅

要继续加密欧洲航线，还将努力

填补非洲、南美洲等直飞航线空

白地带。成都，作为中国内陆面

向欧洲和中东的门户，也更多地

被世界知道。

“直飞欧洲的航线越来越密

集， 成都成为了中西部城市当之

无愧的第一名。” 这是刘学军所

在的物流办交出的成绩单， 这让

成都市民和商务客人都能方便地

飞往世界各地， 但其实每一条新

航线的开通， 背后都意味着马拉

松式的艰难谈判。

下月11日， 成都就将开通飞

往美国旧金山的直飞航线， 成都

的航空地图上， 北美大陆将被点

亮。至此，成都的国际直飞客运航

班已经开到了亚洲、欧洲、大洋洲

和北美洲， 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直

飞航班的便利，但鲜有人知的是，

这条飞到美国的航线背后是成都

市物流办等部门长达三年多的艰

苦谈判， 而其实每条国际航线背

后都是长达数年的谈判。

3年前，当选择美联航来开行

成都直飞美国航线后，艰难而漫

长的谈判才正式开始。3年间，刘

学军只去过美国一次，更多的时

候，他在成都做大量细致入微的

工作。“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条航

线，问我成都哪里有那么大的客

流量来支撑这一条航线。” 刘学

军给他们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数

据：每年往返的美国人数等市场

数据、 美国使领馆的签证数量，

还有成都飞速发展的各项佐证

数据。

尽管如此， 谈判仍然没有一

帆风顺，最难达成的统一在于，美

联航和成都政府对上座率和市场

前景的判断。 美联航根据自己的

分析和评估， 认为将面临一段亏

损时间， 从而提出了一个政府补

贴的金额， 而这个金额远远超出

成都谈判团队预期的两三倍。

刘学军根据自己多年的数

据搜集和亲眼见到的成都飞速

发展，他对这条航线的市场非常

看好，可要怎么说服美联航和他

一样充满信心呢？ 这次的谈判，

成都采取了一个策略： 对赌。最

后的谈判结果是，政府支付一定

的补贴，但当上座率达到某个程

度，美联航就要按比例将补贴返

回给成都。

“是的，我现在已经在期盼

补贴返回的那一天了。” 刘学军

开始盘算起来，航线还没开通，但

预定情况非常好， 首航航班机票

已经售罄。 虽然每周只有三个航

班往返于成都和旧金山， 但通过

售票统计来看，6、7、8三个月份的

平均上座率是美联航在中国市场

所有航班中上座率最高的。

眼见越来越多的国际直飞航

线从计划变成了现实， 刘学军并

没有能够轻松一点， 他和所在的

物流办同事一起还在孜孜不倦地

向世界“推销”成都。直飞俄罗斯

的客运航线也已经进入谈判后

期，今年之内力争开通。

“我们最想开的是洲际航线

和枢纽城市的航线。” 刘学军说，

下一步还准备开行非洲航线，目前

也已经在谈判，南美洲的航线空白

也将力争填补。 航线版图的扩大，

不仅仅只是方便了大家的出行，刘

学军们身上更重要的担子是助力

成都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新二环开通至今，因为上下

班基本不走这条路，税彦斌其实

很少开车去体验。 有时周末加

班，送完孩子，才会走上一截，从

营门口到人民南路。 但每次走，

他心里总会跳出一个想法：如果

现在做 （即

重新设计、建

设新二环），

能不能做得

更好一点？

税彦斌

跟普通市民不一样， 他有一个

极为响亮的名头：“两快两射”

工程总体设计师。新二环，正是

他全程参与的一件作品。 正是

因为出自自己和同事们之手，

他反倒挑剔得多。

“新二环总的来说还是令

人满意的， 在这个工程中我们

运用了大量的新思维、 新技术

和新工艺， 也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但都是老生常谈了。”税彦

斌不想聊这些，“搞技术的人，

只有多看看自己作品的不足，

多反思， 才有可能在下一个作

品中做得更好。”

上新二环时， 他就像带了

个放大镜，处处“挑刺”：西边

有几座桥，当时为了节省投资，

对桥梁采取的是顶升处理，“但

这造成一个遗憾。”他用手做了

个波浪状，“汽车开在桥面上就

像波浪一样起伏。”

他对一些立交的线型平面

和布局也不是特别满意，“我们

都想把立交桥修得向天府立交

一样规规整整， 但修新二环是

在成熟的城市内做设计， 约束

条件比较多， 只能优先满足使

用功能。”

税彦斌还去留意普通市民

并不关注的细微之处， 比如桥

墩的造型是不是不够好， 底层

车道的局部处理是否欠缺考

虑。“这都成职业习惯了。”税

彦斌说， 其实他对新二环还是

非常满意， 但每次总会习惯性

地寻找不足之处，“希望在下一

个工程里避免。”

下一个工程很快就来了。

新二环之后， 税彦斌开始主导

设计中环七号线的六个立交节

点、成都四网合一（地铁、快速

公交、有轨电车、常规公交）交

通体系规划、 火车北站改造等

工作。那些反思和启发，都可能

用在下一个工程里。

“都说土木行业是傻大粗，

其实大家做的都是精细活。”税

彦斌希望改变这样一个 “老印

象”，在他看来，不论多么庞大

的工程， 都是由一个个细节构

成，“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他很感慨能参与新二环这

类大型的工程，“对我们设计者

来说，这是最好的年代。”他讲

了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他和一

名日本专家交流， 对方很羡慕

他们现在的工作节奏。

这有些触动他。“这种时代

过了就没了。” 税彦斌感慨，尽

管平常几乎没有周末， 也没有

休假， 但他并不抱怨这种忙碌

的工作和生活，“我从没想过要

留下什么，只是想学以致用，就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得想办

法把身体状态调整好， 抓住机

会， 多做工作， 为成都的建设

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就

满足了。”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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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彦斌

“两快两射”总体设计师

“对设计者，

现在是

最好的时代”

同一片天空

同一个梦想

1986年出生的魏涛是个CEO。不过，他不

穿西装、不打领带，也不坐在写字楼里办公；

他日常没有什么着装要求， 他的办公场所倒

是挺宽敞，有735亩之大———那是桤泉镇千丰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农田。

魏涛就是那个合作社的农业CEO。

1米7几的身高、粗壮的手臂，再配上走路

的呼呼风声、连

嘴唇都是黑色的

皮肤， 这是魏涛

的 外 在 形 象 。

“我以前每天训

练都没有被晒得

这样黑过。”魏

涛毕业于成都大

学武术专业，后

来在自己老家桤

泉镇当了4年大

学生村官。 他的

改变开始于2013

年， 当年种小春

时， 魏涛受聘为

桤泉镇千丰土地

股份合作社的农

业CEO，偏离了

大众习以为常的由村官到考公务员或事业单

位的发展路径。

作出这样的决定，魏涛当然是经过深思熟

虑的。给他信心的是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对农

业的支持，以及崇州发展现代农业的实践。

2008年以来，崇州积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

制创新，探索“1+4”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职

业经理人（农业CEO）就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农业CEO由合作社公开招聘， 带领

合作社种田，从合作社领取工资及分红；农民则

不再操心地里的生产， 收入来源是合作社分红、

给合作社打工的工资等。魏涛看到了这些实践背

后的机遇。他曾这样“庸俗”地描述过这样的机

遇：买农机有补贴、种粮食有补贴、打机井也有补

贴……总而言之，做农业风险小，有前景！

2013年“小春”季，魏涛自筹10万元，先期

投入种植成本，管理735亩土地。这一季，魏涛

遵循了老规矩，地里种的是小麦、油菜，这个月

刚收完。受益于规模经营，这一季，魏涛为每亩

地节约成本约100元，小麦、油菜还各有增产，

“小麦已经卖完了，卖了10万多；油菜卖了一些

给本社的社员， 还有七八万斤没卖。”2014年

“大春”季，魏涛开始求变。735亩土地仍是按

常规种水稻，不过，他选择了抗倒伏性良好的

新稻种， 同时开始在20亩地试验稻田养大闸

蟹，又买来一台插秧机，开始探索机械化耕种。

他的想法与成都市的规划不谋而合———

以信息化、科技化挖掘农业增产增收潜力。今

年，成都将加大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研发力度。

按照和合作社的约定， 魏涛买的插秧机等农

机都由他自费。如此，要完成他规划的机械化

耕种路径必需一笔不小的投入。 他的底气何

来？“自己亲自参与了就明白， 农业真的有潜

力可挖。”魏涛说。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刘畅

“当农业CEO

��有前景有潜力”

魏涛

桤泉镇千丰土地股份

合作社CEO

刘学军

市物流办口岸处处长

“一条条

国际航线开通

看着成都联通世界”

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重汽王

牌、 德国博世……这一串名字对成都市民来说，

意味着成都汽车产业的腾飞， 意味着可以购买

“成都造”汽车。对周智祥，成都市投促委项目二

处处长，一位已经在成都投资促进战线上耕耘14

年的“老人”，这一串名字则是记录了他十余年

的工作成绩。“一汽大众引进初期谈了三年，现

在已经实现了第三

期； 一汽丰田从搬迁

到扩能，普拉多从4.0L

延伸到了2.7L；吉利是

引入之后再扩展，从

吉利全球鹰到了瑞典

沃尔沃。”回忆起这些

年的工作， 周智祥仍

是历历在目，“做投资

促进工作很辛苦，但

是看到引进的项目让

高素质人才在家门口

上班， 就是我们最大

的骄傲。”

从事投资促进工

作14年以来， 周智祥

同自己的团队都无法

好好享受周末， 夜间加班也是常事，“出差就不

用说了，有时等外国客人遇到飞机晚点，第二天

早上才回家也是常事。”

周智祥出差一定会带上自己的公事包，这个

包里始终会揣着几本成都投资指南，“这样在外

面进行介绍的时候， 有纸质的材料出示给客人，

留下的印象会深。”周智祥公事包里还有一个必

不可少的物件———U盘，“里面有个文件夹就是

介绍成都投资环境有关的基础资料，在外拜访客

人的时候， 可以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其所需资

料。”“对重大项目，我们提前准备好量身定制的

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报告， 帮助投资者发现商机，

提供投资决策数据和资料。”

周智祥带队的项目二处， 主要承办汽车、重

大装备（轨道交通）、新材料、石化、冶金、建材等

六个产业招商工作。根据成都工业的“1313”发

展战略， 这6个产业中突出发展的产业有3个，加

快发展的产业1个，2个优化发展的产业，“担子

也比较重，尤其是汽车产业，龙头企业的引进重

要而艰难，所以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向大家介绍我

们的优势。”

周智祥的工作在近几年有了一个明显的改

变。以前他与客人见面，首先要介绍成都，告诉大

家成都是西部重镇，是进军西部的桥头堡，而且这

一部分谈话内容的比重还很大。但现在他每次见

客人时，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介绍成都相关产业的

投资机会上，“这几年成都在外商和国内投资界，

有了很好的口碑。”周智祥告诉记者，现在“投资

西部首选成都，成都在中国的中西部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越投资环境”，这些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目前，成都市汽车产业已经建成的产能为

110万辆， 争取再通过两年的招商努力将总产能

做到200万辆以上。” 虽然投资促进的工作非常

辛苦， 但周智祥仍乐此不疲，“想想成都引进的

多个大项目，都有我的团队的努力，就很骄傲。”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让人才在家门口就业

是最大的骄傲”

周智祥

市投促委项目二处处长

从1979年走进汽车工厂当上喷漆工那一刻开

始算起，今年52岁的成都人郭亨香，已在汽车行业

摸爬滚打了整整35年。2010年起， 老郭开始担任四

川一汽丰田公司涂装车间的生产组长，专门负责普

拉多越野车保险杠的喷涂和装配。2013年开始，他

又被公司委任工厂中德高望重的培训老师，用自己

半辈子积累起来的经验指导新老员工……

在35年的从业生涯中，

老郭在国营企业干过，又转

战合资企业，他经历过汽车

卖不出去的愁闷，也尝到过

汽车供不应求的喜悦，更见

证了成都汽车产业30多年

的风雨发展路。 这样的人

生，让他觉得自己活得特别

与众不同。还有一点让他特

别自豪的是，在他担任生产

组长期间， 市面上的PRA-

DO(普拉多)保险杠，至少过

半都经过他的手或来自他

所率领的团队。

不管是在生产一线还是

现在的教学中， 老郭一直都

希望，通过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坐上品质一流的普拉多。“明年我们厂

还将下线首次国产的2.7L普拉多，我当然希望看到

家乡的汽车产业变得越加发达，我们推出的汽车能

受到市场欢迎，这样，员工的荷包才会越鼓。”谈到

关于未来的期许，老郭是一脸的灿烂。

四川一汽丰田位于龙泉驿区（成都经开区），

主要生产柯斯达客车和普拉多越野车两款车型。普

拉多是一款高端越野车，动力性能好，排放符合全

新欧标准，高度环保。该车型保险杠采用的是先进

的树脂材料。老郭说，别小瞧这小小的保险杠，“科

技含量高着呢，工艺要求超过了车身。”

普拉多保险杠涂装生产线是四川一汽丰田

2010年开始新导入的生产工序。由于增加了新的工

艺，就必须有人专门负责生产。公司决定让拥有丰

富喷漆经验的郭亨香来担任生产组组长。 而在过

去，“成都造” 普拉多越野车的保险杠都是直接从

日本进口。

作为一名资深的老喷漆工，老郭熟谙保险杠喷

漆的动作要领。当老师之后，他每天忙于将这些经

验传授给他人。老郭坦言，之所以管理严格，在于四

川一汽丰田对品质的要求非常严格，确保每一台车

都是高品质汽车。他说，四川一汽丰田是一个绿色

环保型工厂。 保险杠喷涂使用的都是水性涂料，粘

在手上用水一冲就掉了。保险杠车间的喷漆在单独

的封闭房内进行，外面闻不到一丝异味。而要进入

车间，套上防静电服，戴上防静电帽，通过“吹风”

关卡，这些环节一个都不能少。“明年我们公司还要

新下线2.7L的普拉多，当然我更想看到家乡的汽车

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大伙儿的荷包才会更鼓。”

四川一汽丰田产能的快速增长，只是成都工业

产业升级的一个缩影。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成都高

端制造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如今成都已经拥有10多

个汽车整车（整机）项目聚集。成都汽车产业目标

清晰，那就是力争到2017年，全市整车产量达130万

辆，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00亿元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摄影记者 卢祥龙

“汽车产业发达，

员工荷包会越鼓”

郭亨香

四川一汽丰田员工

制图 吴青松 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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