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导读

一是坚持现代产业、 现代

生活、 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

发展， 加快建设宜业宜商宜居

城市。

二是坚持以“再造一个产

业成都”为核心目标，加快建

设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

三是深入实施充分开放合

作战略，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经

济高地。

四是积极扎实稳妥推进新

型城镇化， 加快建设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五是充分发挥引领、 辐射

和带动作用， 促进全省区域协

调发展。

据四川日报

二仙桥东路

20日起禁行

11月20日至明年10月10日，二仙桥东路（建设北路三段路口与二仙桥

东路交叉处至杉板桥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公交车、出租车、持证的区间

车除外

三条路单行

二仙桥西路 （建设北路

三段路口至地勘路口）、地勘

路 （二仙桥西路口至文德路

口）、文德路（地勘路口至建

设北路三段路口）

◎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

邮编：

６１００１7 ◎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

◎

今日零售价 每份

1

元

◎

广告热线：

８6510016 ◎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社区电商周刊

S1~S4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间阴 7~17℃ 偏北风1~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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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建设怎样一个天府新区？

蓝图展现，答案揭晓。

昨日 ， 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情况通报会 ，省委副书记 、省长魏宏

介绍了天府新区的相关情况和近期

工作重点 。同时 ，四川天府新区总体

规划出炉。

按照建设四川天府新区的总体要

求，到

2025

年，实现“再造一个产业成

都”，综合经济实力、创新发展能力和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现代产业体

系基本形成， 城乡一体化关系更加和

谐，基本建成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

服务业集聚、 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

现代新区。

再造一个产业成都———蓝图令人

憧憬，答案掷地有声。

在魏宏省长的讲话中， 除了总体

要求，他还在重大意义、规划编制、推

进建设、 主要任务和近期工作重点中

多次提到“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的确，在天府新区建设中，成都当

仁不让，使命艰巨，责任重大。天府新

区规划范围共涉及

3

市

7

县（市、区）

37

个乡镇，规划面积为

1578

平方公里。其

中成都占主体，“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名副其实。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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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建设

推开通向未来成都的大门

成都商报评论员

再造一个

产业成都

成都高校助力

孔夫子国际化

川大、电子科大、西南交大、四川师大、成都大学等5所在蓉高校，已在

美国、法国、韩国、巴基斯坦、瑞典等5国，与当地高校合作创办了9所孔子学

院，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02

成都十条引来

首只“国际凤凰”

市科技局、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四川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近日

签署四方协议，决定在蓉共建智能材料研究中心。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

“成都十条”发布后引来的首只“国际凤凰”

今日点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

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全面推进成都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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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初前往中国铝业公司考察， 并与

公司董事长葛红林进行工作座谈，

就促进中铝在蓉项目加快建设和发

展达成共识。

中铝公司成立于2001年， 经过

13年发展， 已由铝的专业化公司转

型为综合型矿业公司。公司经营铝、

铜、稀有稀土三大主业，以及与之相

配套的工程技术、资源、能源、贸易、

金融、海外控股等业务，现位居世界

500强企业第227位。

黄新初说， 成都在打造西部经

济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

大都市过程中， 高度重视高端产业

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已发展成为

支柱产业。 中铝公司是国有大型企

业，拥有雄厚实力，与电子信息、汽

车等产业发展密不可分， 与我市有

着广阔合作空间。 我们此次登门拜

访， 既是对葛红林同志担任成都市

长期间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

献表示感谢， 也是希望中铝公司在

未来战略布局中， 将成都作为重要

基地， 布局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好项目。 我们将全力为企业提供良

好的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和生产、生

活、政务服务，实现企业发展和城市

进步双赢。

葛红林感谢成都市对中铝公司

发展的大力支持和深情厚谊。 他说，

目前中铝公司正进入转型发展攻坚

阶段，将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转变

发展方式，增强创新动力，全力提升

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公司十分看

好成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将瞄

准成都一系列高端产业，积极寻求更

多合作机遇，在蓉乃至在西部实现更

大发展。

市委副书记李昆学， 副市长傅

勇林、苟正礼，市政府资政黄平，市

长助理、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主任

毛志雄参加考察和座谈。

黄新初赴中国铝业公司

考察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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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初前往万达集团开展投资促进活

动， 与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商谈在文

化旅游、国际医院、电商云计算中心

等方面合作事宜， 双方达成合作共

识，将尽快签订相关协议。

黄新初说， 成都是西南地区的

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

枢纽，是设立外国领事馆最多、开通

国际航线最多的中西部城市， 也是

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 “第四

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中央、

国务院和四川省委、 省政府正确领

导下， 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

足进步。特别是随着财富全球论坛、

世界华商大会成功举办， 成都国际

化水平、开放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现已有262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于

此。当前，成都正在奋力打造西部经

济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

大都市。

黄新初说， 万达集团是国内国

际知名企业集团， 近年来与成都在

商业地产、高级酒店、连锁百货等集

团主导产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

合作， 有力带动了成都现代服务业

发展， 双方也在合作过程中结下了

深厚友谊。今天我们登门拜访，一方

面是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是希望集

团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将更多大

项目、好项目放到成都发展，尤其是

在文化旅游、国际医院、电子商务、

云计算等我市重点打造和集团重点

关注的领域深化战略合作。 我们将

全力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 政策支

持和生产、生活、政务服务，实现企

业发展和城市进步双赢。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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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赴万达集团

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四川日报讯（记者 胡彦殊 李欣忆）

四川天府

新区上月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 成为国家级

新区。10月28日下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对推进

四川天府新区有关工作作出安排。11月13日，省政

府新闻办在成都举行国务院批复设立四川天府新

区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在会上向境

内外媒体通报天府新区规划建设有关情况。省委、

省政府即将出台加快推进四川天府新区建设的指

导意见，将进一步理顺天府新区管理体制、修订完

善规划、强化政策支持、着力项目支撑，确保天府

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到2025年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努力建设成为成渝

经济区最具活力新兴增长极。

魏宏介绍了设立四川天府新区的五大战略意

义。他说，四川把建设天府新区作为实施新一轮西

部大开发、建设成渝经济区、打造四川新兴增长极

的重大战略举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二五”规划，编制实施了天府新区总体规划、专项

规划和分区规划，出台了财税、金融、土地、开放、

人才等十大支持政策。近年来，天府新区建设不断

加大推进力度，“三纵一横两轨”等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加快实施，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中央商务、总部经济、现

代金融、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成功引

进了一批世界500强和国内大企业大集团，呈现出

快速起步、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已经成为开放开

发的热土。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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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有利于实施多点多极

支撑发展战略， 构建全省竞相

发展新格局。

二是有利于实施充分开放

战略，构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三是有利于积极稳妥扎实

推进新型城镇化， 促进统筹城

乡发展一体化。

四是有利于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

五是有利于深入实施西部

大开发战略， 拓展新的经济发

展空间。

到2017年，基础设施网络

框架基本形成， 重点功能区初

具规模， 一批国际国内知名企

业成功入驻，战略性新兴产业、

现代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集聚

效益明显。

到2020年，“一带两翼、

一城六区” 城市形态基本形

成，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内陆

开放经济高地和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辐射带动力明显增强。

到2025年，实现“再造一

个产业成都”，综合经济实力、

创新发展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大幅提升， 现代产业体系基本

形成， 城乡一体化关系更加和

谐， 基本建成以现代制造业为

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

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区。

五大战略意义

三步走发展目标

建设

四川天府新区

五大建设任务

我省举行国务院批复设立四川天府新区情况通报会

天府新区发展“三步走”，到2025年

加快推进四川天府新区建设的指导意见即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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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