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内造车百万辆

龙泉驿将进入全国汽车产业第二方阵

5月22日，一辆银色的沃尔沃S60Inscription在成都基

地揭开红盖头，标志着该车正式出口美国。此次成都造

沃尔沃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展现出成都已具备生产全球

品质卓越产品的能力，标志着成都汽车产业集群已越来

越成熟并走向全球市场。

成都经开区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整车项目集体“扩

产”，一季度共造车23.35万辆，比去年同期增幅近10%。

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在不影响日产2000辆的生产节拍

下，加紧实施四期扩能项目。高原汽车GX7和豪情GX9两

款车型产销两旺，产量达18000辆。大运汽车也首次实现

季度产量破万，而生产节拍还在加快，至少要提高到每天

120辆。此外，神龙汽车第四个工厂厂房已接近封顶，这一

基地生产车型以高端SUV、MPV为主，这对于丰富“成都

造”产品结构，推动车型走向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车企集体发力，使年内实现造车百万辆目标的信心

大增，100万辆产量，意味着龙泉驿区将在全国汽车产业

布局中由第三方阵跨入第二方阵。

年运营收入500亿

京东西南电商运营中心落户新都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强势推进，物流备受

关注，而新都则占据了产业链优势。4月30日，新都区与

京东集团正式签约， 总投资9亿元的成都京东现代服务

业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高端电

商运营和物流仓储设施，设立京东西南电子商务运营中

心及结算中心，智能物流示范基地，区域性商品采购中

心，发展京东商城西南地区的线上采购交易和线下物流

配送业务。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最终可在新都区实现

年运营收入500亿元以上，税收7亿元以上。

据了解，DHL项目预计9月基础工程全部完工；中国西

部物流总部基地，预计12月完成主体工程60%，并加快建成

大西南区域物流电子枢纽与物流电子商务示范平台。阿里

巴巴“物流宝”一季度突破20000家注册会员，全年平台交

易突破5000万。中国网库优化其电商平台，全力提升20个

单品平台运营水平，新增并扩大O2O业务。预计到2018年，

园区实现年运营收入1000亿元以上，年税收10亿元以上。

与此同时，新都着力打造的另一个千亿园区———新

都区工业开发区也正在发力，到2017年预计总产值可达

1100亿元以上，初步建成总量领先、业态高端、产城相融

的城北现代制造业千亿园区。

一个窗口办完所有手续

让企业尝到“甜头”

今年2月1日起， 成都高新区在西部首个、全

国领先启动运行企业登记行政审批“一窗式”服

务通道。“一窗式”导办人员对申请材料预审后，

分别传递给投资服务局和工商局，仅1个工作日，

就为企业办结了外资企业章程审批和工商注册

登记，比原来快了至少6个工作日，截至今年5月

底，“一窗式” 服务通道共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3500余件，其中，通过导办窗口办理84件。

“一个窗口办完所有手续，成都高新区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今年2月

26日， 成都空鸟科技有限公司从成都高新区

“企业登记行政审批一窗式服务导办窗口”拿

到了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营业执

照。 这是成都高新区实行企业登记行政审批

“一窗式”改革以来，发放的第一份执照。

“企业登记行政审批涵盖很多个部门，对

企业而言，往往摸不清门，但‘一窗式’审批对

企业而言， 这些都已不再是问题，‘一窗受理、

一窗发证’，让企业只需要进一扇门，就能办结

所有事情。”作为“第一单”企业，成都空鸟科

技有限公司有感而发。

据成都高新区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月

1日至5月28日， 成都高新区新登记各类型企

业6166户， 同比增长56.18%； 新增注册资本

（金）244.31亿元，新增企业数量和同比增长

率居于全市前列。

“红星路-大慈寺”

新兴百亿商圈呼之欲出

今年4月，成都远洋太古里正式启幕。历史

的古韵、人文的雅致、艺术的光辉和街巷的购

物休闲氛围交融碰撞。在太古里，爱马仕成都

专卖店落成，古驰旗舰店推出全新私人定制服

务，卡地亚、寇依、纪梵希、范思哲等全新概念

旗舰店以及无印良品在其海外的第一间世界

旗舰店让纱帽街焕然一新。

再加上去年年初，与远洋太古里隔街相望

的成都IFS国际金融中心启幕，“红星路-大慈

寺”区域高端品牌、高端门店、新商业模式进一

步聚集。从品牌数量来看，首次入驻中国、中西

部、西部、成都的品牌超过100个，一个超大体

量的国际化、时尚化、现代化商业中心已然形

成，整个商圈初具规模。

不仅如此，这个新兴的高端商圈，还使整

个春盐中央商业区的国际一二线品牌个数突

破400个（其中国际一线品牌53个）。从门店规

模来看，有接近600个亚洲、中国区、中西区、西

区、成都区旗舰店、体验店开门迎客，使成都市

品牌旗舰店数量规模稳居中西部首位，“北、

上、蓉”鼎立发展的格局进一步确立。

锦江区还引进了方所书屋、苹果旗舰店等

为代表的一批项目，促进商圈内企业营销方式

从单纯的“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进行转

变，提高实体店的竞争优势，推进商贸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

引入硅谷模式

“互联网+”成天府软件园创业热点

走进高新区天府软件园各个分区，一栋栋建筑

物上醒目的LOGO告示着这里的居民身份： 尼毕

鲁、陌陌、中国手游、游戏工场、移动互联网大厦

……高新南部园区已聚集约600家手机游戏为主的

移动互联网企业及创业团队，游戏开发从业人员近

3万人，年产值超过130亿元（不含硬件）。在成都高

新区产业路线图中，移动互联网被列入未来重点打

造的“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产业集群”。

前不久， 在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创业场举办

的“2015年第二期项目评审会”上，报名创业团队数

量超出预期，达到105家，较今年3月第一期评审会增

长28%。“互联网+”成为天府软件园创业热点。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下、在多项改革

创新举措和支持创新创业政策的推动下，成都高新区

迎来新一轮创业潮。今年一季度，成都高新区累计新

登记各类型企业3227户，同比增长98.71%，其中新设

立科技企业达1410家，占新登记企业总数的43.7%。

值得关注的是，继去年底成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之后， 成都天府软件园近日又入选科技部

2014年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联手汉鼎宇佑

成华打造首个高科技产业孵化器

创业创新在曾经的老工业基地———成华也正

在茂盛生长。日前，成华区与浙江汉鼎宇佑集团签

订合作协议，在建设路商圈共同设立全区首个高科

技产业孵化器———融创汇·汉鼎宇佑高新科技产业

孵化器。 汉鼎宇佑在正式投运1年内落地产业投资

基金5000万元以上，五年内产业投资基金规模将达

20亿。 浙江汉鼎宇佑集团是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

市公司，融创汇孵化器主要为移动互联网、信息安

全、智慧城市等方面的科技型企业提供资金资源平

台以帮助其成长壮大。

按照合作协议，汉鼎宇佑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将

在成华区建立线上线下孵化企业服务平台，严格筛

选入孵企业，确保到2016年年中入孵企业不少于10

家，2017年年中入孵企业不少于30家，2017年毕业

企业不少于4家。目前，孵化器办公场所正在进行装

修，预计今年七八月份正式运行。

02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

要闻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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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雷浩然 李娅

01版/02版 责编 张乃亮 尹曙光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钟振汉 叶启英 校对 田仲蓉 张德顺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稳增长30条措施明确了成都促进经济增长的工作方向。对经济形势怎么看？实现稳增长怎么办？成都各区（市）县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措施，在“稳”的基础上呈

现出带有趋势性的新特征，产业航母集群竞发、创业创新强力驱动、转型升级跨越发展、高效政务保驾护航，经济增速稳中趋缓、质量稳中有升、动力稳中育新，为全市

努力实现“新常态、万亿级，再出发”上台阶、谋跨越，为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奠定基础。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系列报道

沃尔沃开路

“成都造”豪车挺进美国

各区（市）县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稳增长措施，并在“稳”的基础上呈现出趋势性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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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级中央商业区转型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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