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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队入驻高新区

最高获5000万元支持

昨日，成都高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于日前出台的 《成都高新区推进

“三次创业” 加快高层次人才聚集的若

干政策》，每年将设立不少于5亿元的人

才工作专项资金， 加快成都高新区主导

产业领域高层次人才聚集。该政策明确，

对于入驻成都高新区的国际一流顶尖创

业团队，最高可给予5000万元支持，对于

两院院士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入区创业

的，最高给予5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

每年投入逾5亿元资金

引进主导产业高层次人才

该政策明确， 成都高新区每年设立

不少于5亿元的人才工作专项资金，用于

下一代信息网络、电子核心基础、高端软

件和新兴信息服务、 生物医药等主导产

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

政策提出， 对于尚未在国内创办企

业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 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 能够引领成都高新区主导产业发

展的顶尖创业团队，经评审认定，以创业

启动资金、天使投资、贷款贴息、财政奖

励等形式，5年内最高可给予5000万元的

支持额度。

对于在成都高新区创业且研发水

平、技术成果国内领先的高层次人才，可

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最多

200平方米办公用房并免除3年的租金；

其中，对于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

及相同层次的国外科学院 （工程院）院

士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最高给予500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最多500平方米办公

用房并免除最多5年租金。

据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介绍， 按照成都高新区提出打造

“高端人才集聚区”的定位，到2020年，

聚集国家“千人计划”人才等国家级人

才要达到100人以上，各类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5000人以上， 从业人员中硕士和

博士比例提高到20%、 归国留学人员和

外籍常住人员占比达到3%，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人才创新创业的优选之地和中西

部“人才特区”。

以奖励促进人才培养

强化天使投资支持力度

政策明确， 对于在成都高新区创新

创业2年以上且通过成都高新区申报入

选了国家“千人计划”、四川省“千人计

划”、“成都人才计划”等项目的高层次

人才，经评审认定，最高给予100万元的

奖励。同时，对于在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

5年以上且为成都高新区产业发展带来

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高层次人才， 可给

予100万元的奖励。

强化天使投资支持力度， 对于处于

种子期、初创期的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

帮助获得成都高新区创业天使投资基金

支持，经综合评估合格后，单户企业原则

上可获得不超过200万元的天使投资支

持，特别优秀的可获得最高500万元的天

使投资支持。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该政

策不仅加大了对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

的奖励力度， 还对识才、 荐才、 引才的

“伯乐”给予重奖。政策提出，对于引才

中介机构、专业社团、行业协会等，每成

功推荐一名国家“千人计划”等国家级

人才以及曾任职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或

国际知名研发机构的高层次人才到成都

高新区创新创业，给予推荐单位5万元奖

励；引进人才3年内通过成都高新区申报

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给予推荐单位

10万元奖励。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建设国际交往中心 全面推进成都国际化进程

今日点击：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

美路易维尔大学教授曾唯斌

年年来蓉做志愿者

退休后要来当老师

每年都江堰向峨小学的暑假，都会迎

来来自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的教授带来的

志愿者团队，几乎每一个向峨小学的学生

都知道自己学校有一名美国荣誉校长。他

就是 “成都荣誉市民”“人民友谊贡献

奖”双料获得者———曾唯斌，一位致力推

动成都与美国路易维尔市合作的华人。

评价曾唯斌，向峨小学学生口中“幽

默风趣、有活力、爱笑”是出现频率最高

的。看到如此神采奕奕的一个人，很难想

象，他曾身患肝癌，还做过肝脏移植手术，

至今还必须每天服用抗排斥药物，定期回

医院检查。

曾唯斌每年暑假，都会带着数名大洋

彼岸的志愿者来到都江堰的向峨小学，举

办英语戏剧“蓝草艺术实验班”夏令营活

动，教向峨小学的孩子们学习英语、语文、

音乐、戏剧等课程。曾唯斌说，这个项目其

实已经开展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

都质疑，觉得“异想天开”，但是这些年坚

持下来， 就觉得很值得，“只要看到孩子

们的笑容， 就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值得了，

等退休后， 一定要来向峨小学做一名教

师，陪伴孩子们在校园里快乐成长。”

曾唯斌与成都、四川结缘始于2008年

的汶川地震。在得知地震消息后，曾唯斌

发起成立了美国路易维尔四川地震救助

基金，筹集12.5万美元用于都江堰向峨小

学灾后重建，并为学校捐赠了雨水回用系

统、原版英文图书，对学校的美术、音乐、

劳技、科学教室推行特色教育建设。与其

他的捐赠者不同， 曾唯斌不仅捐了钱，还

事事亲力亲为，“当时我向所有的捐款者

承诺，每一笔钱都要用到重建中，所以每

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跑。”

就这样每逢春假、暑假和圣诞等休假

日， 他都自费来到灾区， 参与灾后重建，

“所有募集的善款要100%用在灾区，我只

想燃烧剩余的生命，让它更有价值。”

据市政府外办介绍， 在曾唯斌团队

和成都市各界的努力推动下， 成都与路

易维尔开展了 “姐妹城市青年学者计

划”、“向峨蓝草优秀学生奖”、 都江堰

小学英语教师培训等项目，并于今年8月

正式签署了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 正式

确立友好合作城市关系。 曾唯斌仍在继

续，在他的努力推动下，今年12月，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

中心都江堰工作站将正式挂牌， 越来越

多的农村孩子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国际化

的艺术教育。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成都荣誉市民故事

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

我要推动首尔

和成都变成一家人

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城

市，必然需要建设国际人才环境。为此，

成都组织人事部门和科技部门出台了系

列政策措施， 为国际人才环境的优化提

供有力保障。成都科技工作的“161”总

体部署中，六大工程之一的“科技人才

发展工程”就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以企

业和园区为主体， 大力开展 “招才引

智”，着力引进培育一批带技术、带项目

的科技人才， 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知识

和智力支撑。

首先， 成都构建人才开发协同机制，

组织实施“成都人才计划”，完善组织部

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以企业

和园区为主的人才工作推进机制。今年的

“成都人才计划”申报中，首次将高端金

融人才纳入申报范围。截至目前，除金融

人才正在申报外，今年已引进海内外高层

次人才174名、团队22个。同时，成都按计

划推进2014年度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支持

计划和科技活动择优支持计划，获人社部

资助经费66万元。

同时， 构建人才发展多元投入机制，

全市设立人才专项资金6.3亿元， 集成科

技、产业等资金扶持，撬动天使基金、风投

基金等社会资金。人才引进方面，还构建

“人才+项目”机制，鼓励两院院士、“千

人计划”、“成都人才计划”入选者等在蓉

创新创业，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可给予

500万元资助；设立“高校院所创新创业人

才资助专项”，对高校院所科研人才带技

术、带项目、带资金在蓉创办企业给予100

万元研发资助，带动科技成果在蓉转化实

施。根据成都科技“161”总体部署确立的

人才发展战略布局，到2017年，成都将重

点引进高层次创业人才500名， 专业技术

人才达170万人， 建设中西部创新创业首

选地和科技人才高地。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11月6日，韩国首尔特别市市长朴元淳被

正式授予“成都荣誉市民”称号，以表彰他为

推动首尔与四川、 成都全面合作所做出的杰

出贡献。 授予仪式上， 朴元淳系上了红色领

带，并在接过证书时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谦逊有礼的态度给在场观礼的嘉宾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今天被正式授予成都荣誉市民，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 因为我有更大的责

任要推动首尔和四川、成都的合作，让双方变

成一家人。”

朴元淳作为首尔市市长，此次访蓉尚属首

次，但其实，很多年以前，朴元淳就以诸葛亮、

张飞的粉丝身份来到了成都旅游，在武侯祠等

地亲身感受了三国中蜀国的独特魅力，“几乎

所有韩国人民都读过《三国演义》，我也不例

外，我对三国文化非常着迷。”

这一次成为“成都荣誉市民”后再次来蓉

访问， 朴元淳看到了成都更多的魅力，“没想到

秦朝时期的成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技术。”朴元

淳在参观了都江堰水利枢纽后， 被2000多年前

古人的智慧深深震撼。四川让朴元淳着迷的还有

醇香的白酒和美味的川菜，“我们品尝了白酒，

真的很好喝，川菜的味道也非常棒，很期待你们

能够在首尔设厂开饭店，一定会生意火爆。”

在成为“荣誉市民”后，朴元淳给四川人

送来了一份大礼———首尔50余个景点的门票

优惠政策。朴元淳代表首尔市与四川正式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与大韩民国首尔特别

市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协议》， 内容就包括了和

成都的诸多著名景区合作，通过文化旅游设施

门票优惠等方式，希望两地人民能够更广泛地

享受旅游文化设施。“首尔市的50多个旅游文

化设施列入了这个项目中，包括许多韩国著名

的美术馆、博物馆等。四川省也提出了许多价

格优惠的对象。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促

进两地人民访问对方的城市。”

近日，2014第三届世界城市和区域电子政

府协议组织（简称WeGO）全体大会在成都召

开，朴元淳率团参加。市政府外办介绍，首尔是

WeGO的发起城市，在朴元淳的积极推荐和支

持下，成都于2010年加入了WeGo，并成功引入

WeGo亚洲区办事处。 目前这一办事处落户在

市政府外办，它的落户搭建了成都与其他城市

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合作桥梁，提高了成都在国

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而且在此次的大会

上，“@成都服务”获得了本届大会“开放城市

类”奖项中的“最具潜力电子政务奖”，对此朴

元淳也给予了赞赏：“这次成都获得了这个奖

项，也是成都作为世界一流电子政务领域优秀

城市的名誉得到了认可。”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07式军服、三军仪仗队服

际华集团生产的

“你们看到的天安门广场国庆大阅兵，官

兵们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我们生产的。”际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学成自豪

地说，“其实我们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量身

定制服装，但我们一直很低调。”

他说， 作为全球最强最大的军需品生产

保障基地、职业装和职业鞋靴研发生产基地，

际华集团承担着约70%的军需被装产品生产

任务， 其中生产供应80%以上的07式军服和

100%三军仪仗队、军乐团、文工团礼服、驻港

澳部队军服及新中国历次阅兵服。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军乐团新

式礼宾服在今年8月1日正式启用穿着， 在样

式、用料、颜色和标志服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

设计和整体优化， 更加彰显军队传统和民族

特色。而此次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的服装、标

志服饰以及三军仪仗队长筒皮靴，“都是际华

集团研制生产的”。

仪仗队、军乐团新式礼宾服和皮靴，是根

据中央关于改进外事礼宾工作的有关指示精

神，在07式礼宾服和鞋靴的基础上，融合我军

传统和民族特色进行设计优化， 经过系统研

究论证、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而成。

际华集团在今年2月份接到任务，全力投

入研发试制工作。经过6轮次试验报样，际华

3502公司研发礼宾服10个品种，制作样衣200

余套件； 际华3543公司研发礼服绶带和肩章

20个品种，制作绶带样品200余条，肩章100余

副，并完成了袖章徽的研发试制；际华3515公

司采集数据2万余个，建立起三军仪仗队“脚

型-楦型-鞋靴尺码”数据模型。最终，际华集

团完成限期生产任务， 承制礼宾服1万余件

套，肩章1万余副，绶带1万余条，袖章徽上万

件（套、列），长筒皮靴1千多双。际华集团研

制完成的我国首批女子仪仗队礼宾服，也于5

月12日首次亮相外交礼仪活动， 接受中外领

导人检阅。

英军、德军军服

也是际华集团生产的

不仅如此，际华集团还为外军生产军服。

“英军、德军以及北欧、南美、中东等地区很多

国家的军服也是我们生产的。” 李学成说，有

些国家的军需品生产不对其他国家的企业开

放， 但是际华集团联合其他国家的贸易企业

也能在国外军队拿到订单。

该公司还生产防弹背心、 防弹头盔，还

用奔驰底盘定制房车……李学成说，军需品

的特点是订单很不稳定， 有些企业适应不

了， 企业的生产线不能空着等军需品订单，

但很多军需品订单下得急、要得急，“我们和

军队长期协议采购、招标采购，长期在生产，

突然来个订单，加进去就生产了，我不觉得

麻烦。”

李学成说， 际华集团第一家工厂创建于

1912年，现在公司远不止生产军服，还跨界进

军时尚服饰、商业地产和现代服务业。公司将

在成都开时尚品牌店、建商业综合体“目的地

中心”， 综合体中将有国际一线品牌直营店、

有体育运动中心等， 可以在室内四季享受攀

岩、跳伞、滑雪、冲浪的乐趣。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摄影记者 卢祥龙

生产军服、做防弹背心

际华集团来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干啥

英军德军军服 中国造

逛 / 展 / 区

际华集团展区

展出了两双鞋。一

款是石油钻井平台

用鞋， 一款是摩托

车功能用鞋。 这两

双功能性鞋底样品

首度亮相， 由际华

集团与米其林共同

打造， 该鞋底结合

了米其林在轮胎制

造中的研究成果和

际华集团的制鞋技

术， 创新性地提高

鞋底防滑、耐磨、抗

压等功能。

看鞋底

“轮胎”做的

第十二届米其林必比登挑战赛的参展企业中，不乏奔驰、宝马、特斯拉这样的“高

大上”，而中国最大的军需品生产企业际华集团也现身其中。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该公司总经理李学成透露，他们不仅生产供应07式军服、三军仪仗队礼服、新中国

历次阅兵服，还为英军、德军等外军生产军服。一家军工背景的企业来米其林必比登挑

战赛干什么呢？李学成说，公司有102年历史了，现在不只生产军服，还进军时尚服饰、商

业综合体和现代服务业。公司将在成都开时尚品牌店、建商业综合体“目的地中心”。

龙潭寺开设主城区

首个“驻所办证中心”

13日上午，成都市主城区首个“驻

所办证中心”在龙潭寺派出所正式对辖

区居民受理业务。

据了解，龙潭寺派出所目前辖内常

住人口11万，由于地处成华、新都两区

交界，交通不便；以往群众办理身份证、

户口簿等业务时，往往需要转两班公交

车后，到府青路成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

办理。考虑到目前辖区内10多个在建楼

盘陆续将于明年交付，届时，将有4～5

万套商品房将交付，在经过前期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本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的理念，开设了成华区公安分局办

证中心龙潭分中心。

成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主任李婷

表示：“后期，将根据群众需要，陆续开

设多个‘驻所办证中心’，方便群众。”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小微企业所得税

优惠幅度进一步扩大

昨日， 市地税局做客 “成都面对

面·政风行风热线”时表示，今年前10

月我市地税系统共组织地方税收任务

843.73亿。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还专门

介绍了目前成都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

政策优惠。

据介绍，从10月起，国家对小微企业

的营业税优惠幅度进一步扩大， 把免征

额从2万元/月提升至3万元/月， 提高了

50%； 同时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也进

一步扩大，从今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底，

年均纳税所得低于10万元的小微企业，

可以减少50%的纳税所得额后， 再按照

20%的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

此外，2013年我市享受西部大开发

和高新区技术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也是

非常大的。 数据显示，2013年有483户企

业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优惠金额

是8.93亿；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有281

户企业享受了这一政策， 享受的优惠金

额是2.3亿。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这些天来， 第十二届米其林必比登挑

战赛正在成都非遗公园精彩上演，为蓉城市

民带来了奇幻无比的汽车科技盛宴。与此同

时，世界知名研发机构美国塞进制药研发中

心也落户成都高新区， 世界500强荷兰飞利

浦公司在蓉建立中国区研发区事宜和中欧

技术创新中心项目也进展顺利……这些，

都是成都近年来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城市的成果。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科技局

等相关部门获悉，按照年初确定的科技工

作“161”总体部署，成都科技体制机制不

断创新、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创业环

境的比较优势和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力

不断提升，预计到2017年，成都将建成领

先西部、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创新型城

市，初步建成中西部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城

市、国际知名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10月29日，成都市科技局、成都技术

转移集团、四川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签署四方协议，决定在蓉共建智能材

料研究中心。这是成都促进国内外高校协

同创新的“成都十条”政策几个月前发布

后， 首个外国高校在蓉科技合作项目敲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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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成都已成功引

进世界知名研发机构美国塞进制药研发

中心， 世界500强荷兰飞利浦公司在蓉建

立中国区研发区事宜的建设方案已上报

其公司总部待批，中欧技术创新中心项目

也进展顺利，以色列和欧美产业化前端的

国际合作项目已有3个正在办理选址和相

关注册手续……

这一切，与成都近年来在国际创新型

城市建设中推出的系列政策措施也有密

切关系。2013年，成都出台并实施了《成都

市国际科技合作资助管理办法》， 面向全

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单位征集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当年共征集国际合作

项目40项，立项25项，资助资金500万元。

其中市级国际科技合作15项，配套国家项

目10项。

国际合作平台方面，成都市科技局还

推动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所与意大利

研究理事会水文地质灾害研究所，于去年

11月签约中国－意大利山地灾害联合实

验室项目。 该联合实验室将落户成都，搭

建一个由中国和意大利两国科学家合作

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平台，还拟在都江堰市

建立一个小区域的山地灾害防灾减灾预

警示范点和科普教育基地。

与美共建智能材料研究中心

今年4月， 第一届成都国际高新技术

合作项目展示对接会上， 来自意大利、英

国、 新加坡等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 “抱

团”亮相成都，与成都科技企业、高校院所

“面对面”， 力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在蓉

落地。

此次项目对接直奔“国际化”，直指

碳纳米管、下一代锂电池、敏化染料等产

业领域，整合国内外院所、企业等资源，力

促全球先进技术成果在蓉落地。2014年的

欧洽会、海科会、国际交通能源新材料会

议等多个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也在成都成

功举办或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这些国际科技交流活动正在为成都

的创新型城市建设不断提供助力。成都市

科技局的数据还显示，今年至今，成都已

资助了24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同时积极

推荐成都优秀科技项目申报四川省和科

技部国际合作项目和“对外援外”项目。

同时，已有７个项目获得省级国际科技合

作项目的资助，支持经费200多万元。国家

级合作项目正在评审立项过程中。 此外，

还推荐企业和科研院所申请省级国家级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4个。

目前，成都市科技局正在对全市国际

科技合作、 科技研发项目开展系统调研，

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库，截至今年

8月已入库项目500多个。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库将围绕成都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系统梳理国际科技项目，聚集国际高

端创新资源向产业链“引流”，重点资助

并实施一批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力促

更多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在蓉落地，实现

本地成果转化。

引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来蓉落地

3年内引进高层次创业人才500名

〉

米其林轮胎运用于世界各大赛车上

用米其林轮胎造的鞋底样品，左为石油钻井平台用鞋，右为摩托车功能用鞋

模块化线控电动概念车

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