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徒步5公里进入震中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实地察看灾情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截至8月4日14时，云南鲁甸6.5级地震已造成398人死亡、3人失踪、1801人受伤，22.97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徒步进入

路上， 不时有官兵和医疗队员抬
着伤员，李克强停下来，一边侧过身子
给伤员让道一边说，快走，抓紧救治

徒手挖人

消防官兵救出一名埋在废墟下的
5岁男童； 一个父亲救出靠碗柜得以
生还的4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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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明在成都调研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时强调

今日导读

进一步整合力量 创新机制
推动信息安全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美敦力全球首个创新血液透析系统
开发生产项目在成都高新区启动

本报讯（四川 日 报 记 者 张 宏 平 ）为布局四
川长远发展，引领转型升级，积蓄发展后劲，省
委省政府筛选确定信息安全产业等一批高端成
长型产业， 集中力量推动加快发展。8月3日至4
日， 省委书记王东明专程前往成都市调研信息
安全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
署加快推进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有关工作。
王东明先后来到雷电微力科技、 亚光电
子、飞鱼星科技、三零瑞通移动通信、卫士通信
息产业、迈普通信技术、和芯微电子等企业和
电子科大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中电科30所，
深入实验室、软件测试室和研发中心，详细考

察微波半导体、智能通讯、集成电路、网络安全
等领域技术研发应用、人才培养引进、市场开
发开拓情况， 就我省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的基
础、优势、前景、困难和努力方向，与企业、高
校、 科研院所负责人及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王
东明说，“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内外
很多地方都在加紧布局，我省发展信息安全产
业有基础有条件，能不能在激烈竞争中真正做
大做强做优， 关键看我们的认识够不够深刻、
动作够不够迅速、 措施和工作够不够到位”
“只要我们上下思想统一， 凝心聚力， 苦干实
干，就一定能够把信息安全产业打造成对我省

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高端产
业”。考察中，部分企业负责人反映存在研发经
费不足、融资困难等问题，王东明当即要求成
都市和省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推进小组、省直有
关部门充分发挥作用，主动上门服务，创新机
制、精准发力，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
考察结束后，王东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有关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信息安全
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并作讲话。省经信委、科
技厅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就信息安全产业发展、
产学研协同创新情况作汇报，四川大学、凯路威
电子公司、川大科鸿新技术研究所、省数字证书

认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先后发言。
王东明在讲话中指出， 随着国际政治、经
济、军事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把信息安
全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未来几年是我国信
息安全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省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趋
势，依托现有基础和优势，进一步整合力量、创
新机制， 加快建设国家信息安全产业基地，重
点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大力发展与信息安
全相关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积极引进重点项
目和龙头企业，推动信息安全产业做大做强做
紧转 02 版
优。重点抓好六方面工作。

葛红林会见美敦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奥马尔·伊什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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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最具人才吸引力
新一线城市
《第一财经周刊》城市人才吸引力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北上广深，公司人最希望去工作的城市，排在第一
的是成都，第二是厦门，然后依次是杭州、苏州、青岛等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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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数字看亮点
——

稳质量 稳速度 稳增长

成都高新区上半年GDP增长13%
成都高新区
上半年经济数据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与民连心为民解忧
金堂县针对倾听群众呼声不及时、 群众诉求渠道
不通畅、解决问题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创新提出“三
民”工作法

已有473家金融机构落户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获悉，今年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宏
观经济形势和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成都高新
区坚持以改革创新增动力、 以转型升级提效
益，先后出台“三次创业”产业发展规划、科技
创新规划和首份“负面清单”，着力增强园区
经济的支撑作用，有效实现稳质量、稳速度、稳
增长。 上半年全区实现产业增加值550.3亿元，
同比增长13%；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26.3
亿元，同比增长17.7%，有力带动了全市经济提
质升位、转型升级。

上半年IT产业增长27.6%

制图 邬艺

民情家访民情地图民情快递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成都高新区今年上半
年实现产业增加值550.3亿元，同比增长13%，分
别比四川、成都高4.5、4.3个百分点，在全省、全
市GDP中的占比为4.33%、11.36%； 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326.3亿元，同比增长17.7%，分别
比四川、成都高出8.1、5.7个百分点；服务业同比
增长8.2%； 固定资产投资270亿元， 同比增长
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6.5亿元，同比增长
14.9%；地方公共财政收入59.14亿元，同比增长
6.7%；进出口额达147亿美元，同比增长15.1%。
据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区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四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半年共实现工业增加值
270.3亿元，同比增长24.2%，总量占全区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的82.8%。在戴尔、联想等企业的带
动下，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产业表现尤
为突出，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27.6%和17.8%。
今年上半年， 高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呈现
“稳中有增” 态势，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70亿
元，其中二季度净增投资164.5亿元；存量招商
也取得重大突破，新签约项目24个，总投资近
200亿元。

今年上半年，高新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132
亿元，同比增长8.2%，较一季度提高6.8个百分
点。以金融、商务服务为重点的生产性服务业保
持了14%以上的增长速度。
截至目前，落户高新区的各类金融机构
已达473家， 其中今年上半年新增146家，新
增注册资本81.03亿元。 跨国公司总部外汇
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顺利推进，东方电气
集团、通威集团、德州仪器、天齐实业取得了
试点资格。
商务服务业呈现加快聚集态势， 上半年，
全区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13.8%，
较一季度提高9.2个百分点；新增规模以上商务
服务业企业9家； 天府商品交易所实现大宗商
品交易1600亿元，同比增长60%以上。

综保区进出口总额全国第二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业务模式探索取得
新进展。今年上半年，英特尔中国西部分拨中
心、莫仕连接器全球模具供应中心、戴尔供应
链管理中心和产品分拨中心、萨米尔航空材料
分拨中心先后落户，已实现成渝两地乃至整个
西部地区的“48小时”供应圈，为构建现代物
流服务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富士康已在综保
区内成立专门的平板电脑维修部门，可承接来
自全球的维修业务。
上半年， 高新区完成进出口总额147亿美
元，同比增长15.1%。其中，出口额87.5亿美元，
同比增长12.2%；进口额59.5亿美元，同比增长
17.4%。成都高新综保区（含双流园区）实现进
出口总额149亿美元，同比增长23%，排名全国
综保区第二、中西部第一。
成都高新综保区成为四川、成都推广上海
自贸区成功经验试点的首批重点区域，推广实
施方案已上报国家海关总署。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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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今起推出“品读校训”系列报道

树德协进中学“智勇诚朴”
教出“布鞋院士”李小文
04

两位百岁老马出书
80岁王蒙出马捧场
100岁的马识途与103岁的马士弘的回忆录 《百
岁拾忆》和《百岁追忆》昨举行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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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世平入川
当精神领袖
金强俱乐部昨宣布签下35岁的前NBA球星慈世平

动物园多收
近18万元门票钱
要退
拨86613333－1

投诉

■8月3日，大雨，川大足
球场，头球后摔倒在地，身体磕
在足球上
■几分钟后突发昏厥，口
吐白沫，3小时后死于脾脏破
裂、失血性休克

多收的门票钱以登记的幼儿园团体票为主，“没
有登记的个人，无法核实数量和金额”，市价格监督检
查局已督促成都动物园将多收的退还游人，无法退还
的则做没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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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改委将连续3年开展旅游行业价格行为专项
检查工作，你在旅游中，如遇未按政策实行门票优惠
的情况， 可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投诉，市
价格监督检查局将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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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他视足球为生
命， 一年踢73场坝坝球，
93粒进球，32次助攻，曾
两次踢断腿， 仍瞒着家人
继续踢

战死
坝坝球

成都市价格监督检查局查实：

多收的门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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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0日起，成都动物园实行学生票半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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