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2.5亿元创业基金

成都青年创业大赛启动

昨日“创业天府行动计划”青春

创客第一站———第九届成都青年创

业大赛启动仪式在成都大学举行。目

前， 创业大赛已经启动报名，40岁以

下青年均可报名参赛，众多投资机构

将为大赛提供2.5亿元创业基金。

成都团市委邀请了来自电子科

技大学自动化学院大三学生、炫轮项

目负责人之一李文浩，成都市成华区

青年（大学生）创业园成都炎兴科技

创始人杨震以及咕咚网创始人申波

三名青年创客分别代表初期和成熟

期创业企业进行创业故事分享。

创业大赛项目分为社会创业组

和高校创业组。 参赛人员可登录大

赛官网http://cyds.cdcyl.com.cn/，按

要求在线填写报名登记表和上传商

业计划书。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报名旁听省政协常委会议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

日前，

省政协召开十一届第35次主席会

议，决定5月21日至22日在成都召开

省政协十一届第十次常委会议。

根据相关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公民可持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所在单位或社区证明

(需加盖单位或社区印章)，5月13日

至14日到省政协办公厅办公室（成

都市锦里东路1号省政协机关办公

楼 803 室 ， 联 系 电 话 ：028—

86167083）报名申请旁听。根据报

名情况， 由省政协办公厅确定10名

左右公民旁听本次会议。

破解民企融资难

成都将建“壮大贷”

昨日， 成都市民营经济工作领

导小组发布《2015年成都市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工作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今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

值增长8.2%， 对全市GDP增长的贡

献率超过50%。《措施》提出，将创

立中小微企业“壮大贷”定制化金

融产品，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政府将与第三方金融机构合

作， 共同建立支持民营经济的资金

池。” 成都市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

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比往年

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措施， 今年

最大的突破是首次创立中小微企业

“壮大贷”定制化金融产品，建立民

营企业应急周转金，推进“统借统

还” 融资平台、“风险资金池”和

“保险资金”等融资创新。今年3月，

市经信委与成都银行召开产业与金

融合作对接会，双方签署了《“壮大

贷”意向协议》。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叶燕

02

2015年5月5日

星期二

要闻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版权声明

:

本报所刊作

品未经本报许可 ， 不得转

载、摘编。 本报法律工作室

电话：

028-86783636

01版

责编 尹曙光

美编 钟振汉

校对 田仲蓉 张德顺

02版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叶启英

校对 田仲蓉 张德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成都卫星城咋建 看看规划怎么说

7城总体规划显示，新都与青白江将进行一体化规划建设

在黄龙溪景区， 督查组成员暗访时发

现，公厕的标识牌不显眼。在一所公厕内，环

境卫生状况难让人满意，一个厕位的门不翼

而飞。在另一所公厕里，虽然内部干净卫生，

但两个洗手池一个出不了水，另一个虽然有

水，也是“涓涓细流”。“黄龙溪景区日均接

待量超过2万，最高峰时会达到10万人，但整

个景区只有98个厕位，远远未达到旺季游客

比的1%。”督查组成员之一的成都市旅游产

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吴洋认为，黄龙溪景区厕

位严重不足，硬件设施亟待完善。

昨日下午，督查组在西蜀人家景区暗

访时发现，该处公厕较为干净，有明显的

指示牌，通风好，点有熏香，两个洗手盆出

水充足，洗手液、手纸等配备齐全。但在五

个公厕中，只在一个位于二楼的公厕有残

疾人专用的无障碍厕位，里面堆放着水桶、

扫把等杂物，马桶上满是污迹，安全抓杆锈

迹斑斑。

景区：开始整改

黄龙溪古镇景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称，景区将立即展开整改，本月起改造3所

公厕， 并通过私厕变公厕的方式增加3所

公厕点位， 启动配套设施提档升级改造。

西蜀人家负责人也表示，本周起将启动整

改工作，充分考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需

求。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李彦琴

报名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获悉， 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年5月18~21日在成都召开，5月

12日前市民可报名旁听。

具体报名方式为： 将身份证及

单位（社区）证明（需加盖单位或

社区印章）扫描，通过电子邮箱报

名；或将身份证及单位（社区）证明

复印后传真报名。 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将根据报名情况确定10名左右

公民旁听本次会议。 旁听会议有关

具体事项可与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及方式： 段勇

86281771（电话及传真），邮箱：rd-

hgmpt@163.com。

遂宁乐山新加入

七市联手禁烧秸秆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李秀明）

昨

日，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

宁、乐山七市的相关负责人在成都开

会，就各地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工

作情况进行交流发言，七市的政府分

管领导签订了《成都德阳绵阳眉山

资阳遂宁乐山秸秆禁烧联防联控和

综合利用区域合作工作协议》。

昨天的会议由成都市召集，在

前两年“五市”的基础上，今年邀请

遂宁和乐山两市出席。 会上签署的

《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

秸秆禁烧联防联控和综合利用区域

合作工作协议》提出，七市以“不见

烟雾，不见火光，不见黑斑”为目

标，以秸秆综合利用合作为着力点，

以区域秸秆禁烧联合巡查执法为手

段，不断创新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努

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七市

的合作机制方面， 协议提出要建立

和完善秸秆禁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制定完善考核奖惩办法，严格奖

惩措施，强化责任追究。定期召开联

席会议， 形成七市高层领导定期会

晤机制，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

按照《成都市

域 城 镇 体 系 规

划》， 成都将建设

龙泉驿、 温江、新

（都）青（白江）、

郫县、双流、新津、

都江堰7个现代化

卫星城。

市政府网站昨

日公布的信息显

示，日前，成都市人

民政府分别做出批

复，原则同意双流、

龙泉驿、新都、青白

江、郫县、温江、新

津等7个区县的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4－2020），并

明确了这些区县建

设卫星城的定位。

市政府在批复中要

求上述区县， 坚持

“四态合一” 的规

划建设理念， 充分

体现现代化的城市

形态、 高端化的城

市业态、 特色化的

城市文态、 优美化

的城市生态融合发

展。 重视历史文化

和风貌特色、 历史

记忆的保护。 按照

“十分钟公共服务

圈、十分钟公园圈、

十分钟公共交通

圈”的要求，完善

各级各类公共服务

设施， 优化空间布

局， 创造优良的人

居环境。此外，还根

据各区县的具体情

况， 对规划建设做

出具体要求。

【定位】 新津县是天府新区战略新兴

产业功能区，成都市重要的物流基地，以新

材料为主导的卫星城。

【规划】 城市规划区为新津县行政区

范围，总面积

330

平方公里，构建由城区、特

色镇、一般镇构成的城镇体系。

【建设要求】 按照“独立成市”要求，加

快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

质量，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预留市域快

速轨道交通通道，强化与天府新区核心区和

中心城区之间点到点的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依托地铁和轨道交通枢纽站点， 结合新津

湾，聚集县级及以上商业、文化设施，形成功

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城市中心。

【定位】 郫县是成都市重要

的教育科研基地，以电子信息产业

为主导的卫星城。

【规划】 城市规划区为郫县

行政区范围， 总面积

437.5

平方公

里 ，构建由卫星城 、小城市 、特色

镇、一般镇组成的城镇体系结构。

【建设要求 】 按照“独立成

市”要求，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提升

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质量， 实现产

城融合、职住平衡。预留市域快速轨

道交通环线， 强化与中心城区和天

府新区核心区之间点到点的快速轨

道交通联系。依托地铁

6

号线、成灌

快铁、成环快线枢纽站点，聚集区级

及以上商业、文化等设施，形成功能

完善、特色鲜明的城市中心。

【定位】 温江区是成都市重要的教育科研

基地，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卫星城。

【规划】 城市规划区范围为温江区全域。规

划形成一个卫星城，一个小城市，三个特色镇，一

个一般镇的城镇体系。

【建设要求】 按照“独立成市”要求，加快完

善城市功能，形成功能复合的城市中心，提升公

共服务和人居环境质量，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

衡。预留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环线，强化与中心城

区和天府新区核心区之间点到点的快速轨道交

通联系，避免与中心城区连片发展。

温江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新津 以新材料为主导

双流 以临空产业为主导

【定位】 双流县分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

成都直管区以外的双流区域。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是成都市中心城双核之一，是天府新区金融、商业、

行政和科创中心；成都直管区以外的双流区域是国

际航空枢纽， 天府新区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区，以

临空产业为主导的卫星城。

【规划】 规划区为双流县全域范围。

【建设要求】 双流城区按照“独立成市”要求，

结合地铁

3

、

10

、

17

号线等的交通枢纽站点，依托空港

优势， 提升城市功能， 大力发展航空物流和临空产

业，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预留市域轨道交通环

线，积极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强化与中心城区和成都

新机场点到点的快速轨道交通联系，避免连片发展。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按照“宜业、宜商、宜居的

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要求，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

和现代制造业。 高标准规划建设天府新区中心区，

成为成都市双核之一，推动成都市城市结构由单核

向双核转型升级。

【定位】 龙泉驿区是成渝经济区发展带上重要的节点城市，

天府新区高端制造业功能区，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的卫星城。

【规划】 规划区为龙泉驿区全域范围，规划形成一个卫星

城，一个特色镇的城镇体系。

【建设要求】 按照“独立成市”要求，加快完善城市功能，结

合地铁

2

号线的交通枢纽站点，依托规划皇冠湖，形成功能复合的

城市中心。围绕西河湿地布置区级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公共服务

和人居环境质量，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预留市域快速轨道交

通环线，强化与天府新区核心区、中心城区点到点的快速轨道交

通联系，避免连片发展。

龙泉驿 以汽车产业为主导

郫县 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

【定位】 新都区是成都经济区成

德绵发展轴上重要的节点城市， 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成都卫星城，重要的商

贸集聚区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

青白江区是成都经济区成德绵

发展轴上重要的节点城市，成都卫星

城，主要的物流基地，高端装备制造

业基地。

【规划 】 新都区规划形成一个

卫星城，一个小城市，五个特色镇，三

个一般镇的城镇体系。

青白江区规划形成一个卫星城，

一个小城市，两个特色镇 ，三个一般

镇的城镇体系。

【建设要求】 新都区按照“独立

成市”要求，加快完善城市功能，结合

成绵乐高铁站点与城市轨道交通枢

纽，依托翠微湖，形成功能复合的城市

中心。提升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质量，

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预留市域快

速轨道交通环线， 强化与中心城区点

到点的快速轨道交通联系， 避免与中

心城区连片发展。

青白江区按照“独立成市”要求，

加快完善城市功能， 结合地铁

15

号线

站点与城市轨道交通枢纽， 依托现状

老城中心区改造和北部新城中心，形

成功能复合的城市中心。 提升公共服

务和人居环境质量，实现产城融合、职

住平衡。预留市域快速轨道交通通道，

强化与中心城区点到点的快速轨道交

通联系，避免与中心城区连片发展。强

化成都对接丝绸之路的铁路枢纽功

能， 高标准建设成都青白江散货物流

园区和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

新都区与青白江区一体化规划

建设， 共同形成成都北部增长极核，

按照产业共兴、资源共享、设施共建、

生态共保的原则，融入“成德绵”同城

化发展。

新都、青白江

共同形成成都北部增长极核

市旅游局督查组对旅游公厕进行专项督查，发现一些不足

风景很美 别让公厕拖后腿

作为知名旅游城市，成都旅游景点众多，那么景点内的卫生间能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呢？对此，成都市旅游局组

织旅游专家、社会监督员和媒体记者对全市A级旅游景区（点）旅游厕所进行专项督查。据悉，本次暗访后，成都市

旅游局还将在6月底前对暗访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评分， 评分结果将作为A级旅游景区年度复核得分的主要依据，纳

入A级旅游景区年度复核评分。

昨日下午， 市旅游局组织旅游专

家、社会监督员、媒体记者对温江区的

国家AAAA景区国色天乡，以及国家AA

景区连二里市的旅游厕所进行了暗访。

在国色天乡， 景区的厕所共有18

个，布局合理、建筑统一、有一定文化

底蕴。相邻两个厕所间5分钟到10分钟

均可到达； 暗访人员对三所厕所进行

了查看，每个厕所均比较干净，都设洗

手台，配备洗手液、消毒液、纸巾等。在

整体状况较好的同时， 该景区厕所也

存在一些不足，如地面存在积水、个别

厕所通风换气效果不好等。

在温江区永盛镇尚合社区的连

二里市，暗访人员发现该景点所辖范

围较小，只有1个旅游厕所。该厕所整

体设施较为完善，但由于建设时间较

长，个别地方已出现破损；洗手台的

台面水渍清晰可见，水龙头和滴漏已

有锈迹现象。

建议：建个模板

“温江景区的旅游厕所整体状态

较好，但一些细节有待进一步完善。”

本次暗访的相关负责人建议， 温江区

在国色天乡建一个旅游厕所的模板，

带动并提升温江区旅游厕所的管理服

务水平。

成都晚报记者 邓婧

不足：标识难寻、无障碍厕所堆放杂物 不足：地面积水、个别厕所通风效果不好

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

会主任范毅表示， 成都高新区将力争

上半年实现产业增加值增长12%左

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左

右，固定资产投资275亿元以上，努力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下阶段工作将从千方百计挖掘投

资增长潜力、 千方百计确保工业稳定

增长、创新优化现代服务业结构、努力

推动外贸进出口止滑、 切实增强产业

发展动力五个方向破题，做好既“高”

又“新”大文章。

成都高新区将加快推进增量项目

引进落实、 加强增量项目包装策划。促

进广日科技、和谐金融中心、省级文化

中心、高新区体育中心等一批重大项目

开工建设，加快华气厚普、天河生物医

药科技园、国际低碳环保科技园、保利

国际广场等项目建设，加快促进网讯新

材料等一批重大项目竣工投产投运。

成都高新区已梳理确定了90个重

点项目作为今年招商引资的重点目

标，项目预计总投资约865.9亿元。

眼下，成都高新区将立足新川创新

科技园项目建设，积极争取中新第三个

政府间合作项目落户成都。同时将继续

做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建工作，力

争今年正式获批。

成都日报记者 缪琴

昨日，市经信委主任施跃华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市经济工作

分析会的安排部署，抓住项目这个工业经

济发展的“牛鼻子”，围绕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 加力加劲抓好六方面的具体工作，

全力推动项目加快建设。

首先就是要协调服务重点企业、重大

项目行动，每月定期组织召开区（市）县

经信部门局长（主任）工作会议，研究重

点企业经营情况、 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会

商企业、 项目业主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

题，及时给予协调解决。

推进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组织实施一

批工业项目集中开工、 集中投产活动；推

进13个省级重大产业化项目、400个市级亿

元以上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目加快建设

进度，力争提早竣工投产发挥增量贡献。

在开展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方面，加

强与国家层面重点工作对接， 谋划好新

一轮工业发展大局。 率先发展五大高端

成长型产业，高度重视研究“互联网+”

等未来工业发展新趋势， 加快成都工业

提质增效升级， 努力在结构调整中扩增

量、优存量。

施跃华表示， 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

还将采取具体措施，全力确保重点优势企

业的要素保障，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力促

企业加快发展。

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抓住工业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全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设

———专访市经信委主任施跃华

做好既“高”又“新”大文章

力争上半年实现产业增加值增长12%左右

———专访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毅

制图 邬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