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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牛区与西南交通大学的
“牵手”，“环交大智慧城”昨日全面启
动建设。自此，成都呈现出南有“科学
城”、北有“智慧城”的“科技双芯”，

“创业之城、圆梦之都”的打造再次注
入全新活力。

当知名院校与地方资源聚合，将
产生什么样的创新能量？“环交大智
慧城”建设将是成都在促进区域科技
与经济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双
方将借鉴美国硅谷等创新高地的建
设模式，校地携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区域创新中心。

校地合作
不让科研成果睡大觉

10 日下午，西南交通大学牵引
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一角，45 米环
形轨道线被全封闭管道包裹着，一
辆白色的悬浮列车“飘”在轨道上约
2 厘米高处，当它跑起来时，也是悄
无声息。

这条轨道线是我国搭建完成的
第一条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环形实
验线。

以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等轨道
交通技术为例，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
飞表示，还有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
信息技术等都是“环交大智慧城”重
点发展的领域，“不让科研成果睡大
觉。”校地合作将使科学、技术和产业
有机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
让技术到产业更好地衔接起来，要让
其资本化、产业化、商品化。

金牛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环交
大智慧城”启动建设后，双方将在体
制机制改革、经济、科技、创新创业、
教育与人才培养等五大领域全面加
强合作。

十年时间
建成创新驱动示范区

“我们力争用十年时间，通过起
步阶段、发展阶段、壮大阶段等三个
阶段建设和发展，到2025年将‘智慧
城’建设成为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
创新驱动示范区。”金牛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

对应三个发展阶段，“环交大智
慧城”在空间布局上分为三个区域：
起步区、拓展区和辐射区。“起步区是
现阶段重点打造的区域。”据金牛区
相关负责人透露，起步区以西南交通
大学（九里堤校区）为核心，同时覆盖
诸葛庙片区、西门银桂桥片区和成都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片区等三个邻近
区域。为保障起步区的建设进程，西
南交通大学（九里堤）校区周边将加
快推进旧城改造。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实习记者 樊骥君 摄影记者 陶轲

“环交大智慧城”全面启动建设
金牛区与西南交大携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中心

成都将有
“科技双芯”

南有“科学城” 北有“智慧城”
围绕兴隆湖布局，将打造

四川创新驱动发展第一平台
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基地

金牛区与西南交通大学
“牵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区域创新中心

智慧城技术强项
●高温超导磁悬浮技术
等轨道交通技术
●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

瞄准四大身份
●成果转化自贸区

率先探索“三权”改
革，打造科技成果转化
自贸区，体制改革与机
制创新“先行者”
●超级实验室

打造世界超级实验
室，铸造科技创新驱动
新高地，成为创新引领
与转型升级“推动者”
●协同发展示范区

探索校区、园区、社
区“三区融合”，构建校
院地协同发展示范区，
成为校院地协同与区域
发展“试验者”
●创新创业首选地

汇集各方创新创业
资源，建设全国一流创
新创业首选地，成为资
源重聚与优城兴业的

“探路者”

起步区布局之“一核”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堤校区）

定位为“创新之源”
拟率先设立知识产权自贸区
布局七大科技集群：
新材料与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生态田园城市
现代服务业
新型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国防科技等

一核
银桂桥
片区

诸
葛
庙
片
区

青少年活动
中心片区

交
大
路

二环路

智
慧
城

总
体
布
局

拓
展
区

起步区布局之“三片”

面积约16.16平方公里
包括黄忠、茶店子、营门口、九里

堤、五块石5个街道，
沙河源、金泉、西华街道部分区域

辐
射
区

包括：
三泰电子、艾普网络等企业集聚

的互联网+产业带；
中铁轨道高科技产业园、地理信

息产业园；
花都财富大厦、康弘科技大厦、龙湖

北城中心、国际商贸城等创业孵化载体

“合伙人该咋选择？”“咋判断有没有
市场？”昨日下午2点20分，成都大学内，
200个座位的大厅座无虚席，临时的座
椅不断被加进来。10分钟后，成都商报

“创业课堂”第一课在这里正式开讲，成
都豌豆黄（WonderFun）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十分咖啡创始人马林，中国创业榜
样成都站5强、成都虹华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韦建敏，“口袋家居”创
造者、成都锐丽元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袁荣辉成为主讲嘉宾，为200多位创业

者带来自己创业的经验和教训。
活动定于下午2点半开始，但下午

1点45分，施琳蓉就早早来到现场，她
说自己是从郫县赶过来的，因为正准备
自己创业，“学学经验，跟他们沟通一下。”

不到2点半，近200人的演讲厅就
座无虚席。

作为第一位演讲嘉宾，马林从在
西南交大读书时代开始，一路谈到在
三次创业沉浮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方
向。”马林以自己在网易工作几年再创
业的经验为例，特别告诫大学生创业
者，“工作经验会帮助你找到方向，最
好工作1-2年再创业。”

韦建敏也认为，工作经验积累的
专业知识和资源，是创业找到方向和
市场的关键。

昨晚，东郊记忆演艺中心可谓
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被誉为首尔十
大观光项目的韩国“乱打神厨”的
蓉城首秀获得了观众不断的掌声
和笑声，“小苹果”、骑马舞等广场
舞也融入锅碗瓢盆交错而成的“交
响乐”中。

“乱打神厨”于 1997 年经宋承
桓创作以来，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
反应，至今年1月，这项演出已经成
为首尔十大观光旅游项目之一，最
终还进驻到纽约百老汇，并进行了
1 年半的长期演出。“到韩国不看

《乱打》，那就不算到过韩国。”宋承
桓说。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陈椰琳 摄影记者 王勤

课堂金句
选 合选 合 伙 人伙 人

————““看这个人看这个人
是不是对生意是不是对生意
能 起能 起 到贡献的到贡献的
作用作用，，而不是而不是看看
是 不 是 好 朋是 不 是 好 朋
友友。”。”

创 业 初 期创 业 初 期
————““刚开始创刚开始创
业业，，独裁才能成独裁才能成
功功。”。”

工 作 经 验工 作 经 验
————““会帮助你会帮助你
找到方向找到方向，，最好最好
工作工作 11--22 年再年再
创业创业。”。”

选 项 目选 项 目
————““作为创业作为创业
不 久 的不 久 的‘‘ 小 鲜小 鲜
肉肉’，’，首先要保首先要保
证能够赚钱证能够赚钱，，要要
先活下来先活下来。”。”

创业课堂第一课，金句频出——

刚开始创业，独裁才能成功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上，面对创
业者们的各类提问，三位嘉宾分别一一
进行了细致地解答，一点不含糊。

关于合伙人
刚开始创业 独裁才能成功

一位做教育培训产业的女士，直道自
己的合伙人过于懒惰，并向嘉宾们讨教办
法该什么时候和这位合伙人说再见？

在马林与韦建敏看来，合伙人是选
择来一起做生意的，无论什么时候，都要
以公司利益为上。“既然是生意，就要看
这个人是不是对生意能起到贡献的作
用，而不是看我们是不是好朋友”，他建
议这位女士不妨采取设定销售目标的方
式来要求合伙人，“谁制定的销售计划，
谁主导项目，没完成承担责任”。

而袁荣辉还有进一步的追求，“合伙人
其实就像选择结婚对象，还得志趣相投”，他
认为选择合伙人还得有同样的价值追求。

“刚开始创业，独裁才能成功，刚开
始选合伙人，不代表就能走到最后。”对
于合伙人的选择，马林建议，“先看人品，
再看经历。”

关于创业方向
首先要保证能“活下来”

现场也有创业者提出了在创业方向

上的选择难题，他们团队为此几度周折，
因此特别希望演讲嘉宾能够指明方向。

在马林看来，作为创业不久的“小
鲜肉”，首先要保证能够赚钱，要先活下
来。资金很重要，有充裕的起步资金之
后，再考虑重新做产品，这样能够走得
更加顺畅。

而韦建敏则鼓励创业者说，要勇于
坚持自己的梦想，不忘自己的初心。

关于企业运营
技术总监算不算核心成员？

有创业者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工具，
本身并没有产生直接的效益。关于大型
商场借助于互联网创业这个创业想法，
他比较困惑的是公司的技术总监这个角
色。不清楚技术总监是否应该属于核心
成员？抑或是直接找一个靠谱的外包团
队对技术进行外包？

韦建敏认为，创业者应该明确技
术对于本公司业务的重要程度有多
大？如果只是需要一次技术支持或者
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而对于
之后的业务不需要太多的技术，那么
可以找靠谱的外包团队，至于价格则
可以货比三家。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实习记者 叶燕
实习生 沈彬彬 摄影记者 王天志

不含糊没空话 嘉宾每问必答

咋选合伙人？只谈用处不谈感情

诸葛庙片区
定位为创新创业生态区
发展众创空间，打造业内领先、全国一
流的创新创业社区

银桂桥片区
定位为科技产业集群区
致力发展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打造国
家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片区
定位为创意孵化特色区
主要发展建筑设计、艺术设计等文化创
意产业，汇聚全球顶尖创客、创业者

韩国“乱打神厨”
首秀赢得蓉城掌声

西南交通大西南交通大
学学（（九 里 堤 校九 里 堤 校
区区））作为一核作为一核，，
拟率先设立中拟率先设立中
国成都知识产国成都知识产
权自贸区权自贸区。“。“环环
交大智慧城交大智慧城””还还
将打造世界超将打造世界超
级实验室级实验室、、构建构建
校院地协同发校院地协同发
展示范区展示范区、、建设建设
全国一流创新全国一流创新
创业首选地创业首选地，，

同时同时，，为保为保
障起步区的建障起步区的建
设进程设进程，，西南交西南交
通 大 学通 大 学（（九 里九 里
堤堤））校区周边将校区周边将
加快推进旧城加快推进旧城
改造改造。。

起
步
区

西南交大国家重点实验
室内的超导磁浮列车

诸葛庙片区效果图

银桂桥片区效果图

青少年活动中心片区效果图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堤校区）作为一核的未来效果图

上接01版

网约“专车”合法身份获准

主要内容：明确网约“专车”经
营者、车辆及驾驶员的准入门槛，要
求经营者承担承运人责任，保证接
入车辆具备合法营运资质。

专家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
授王军认为，根据意见，私家车若要
参与网约车运营就要变更车辆性
质，一旦变成为营运车辆，私家车报
废年限就变成八年，“这会让很多私
家车车主打退堂鼓。”

“份子钱”协商确定标准

主要内容：由出租汽车企业、
行业协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工
会组织平等协商，确定承包费标
准或定额任务，实行动态调整并
向社会公布。

专家解读：交通部公路科学研
究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虞明远
表示，要鼓励探索新方式，让出租车
司机掌握更多话语权、议价权，提升
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牌照：无偿使用打破经营垄断

主要内容：逐步实行经营权期
限制和无偿使用。

专家解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说，
经营权有限期使用，有利于城市管
理部门对运力和占用道路情况进行
调控。 综合新华社

杭州市代表团来蓉考察
紧接01版 张鸿铭表示，近年

来，成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改
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主要经济
指标快速增长，产业发展不断壮大，
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城市品质明显
提升，让人由衷高兴和钦佩。成都的
很多经验和做法值得杭州学习和借
鉴，期待两市加强交流、深入合作、
协同发展、共谋未来。

在蓉期间，代表团先后考察了
白鹭湾生态湿地、沃尔沃汽车成都
基地、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成都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郫县菁蓉创客小镇、高新视窗、
天府软件园、创业场、天府新谷、成
都规划馆、国际展览展示中心、成都
科学城等点位，成都发展的生动实
践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都市领导朱志宏、苟正礼、黄
平、杨林兴，市政府秘书长张正红陪
同考察或参加座谈；杭州大江东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杨军，市政府
秘书长王宏参加考察和座谈。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携手共建“环交大智慧城”

上接01版 在随后举行的“环
交大智慧城”启动仪式上，唐良智致
辞说，成都作为四川建设国家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区的重点核心区域，
目前正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步伐，大
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实
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环交大智
慧城”的启动建设是成都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的破冰之旅、扬帆之
行，希望校地双方充分运用国际知
名院校的科研优势，聚集区域科研
院所资源，携手共建全国一流、国际
知名的创新驱动示范区，让成都真
正呈现出南有“科学城”、北有“智慧
城”的“科技双芯”格局，为成都打造

“创业之城、圆梦之都”注入新的动
力，共同构筑成为成都新时期发展
的“双引擎”，助推成都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创业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王顺洪，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中科院院士
翟婉明教授，市政府资政黄平，市政府
秘书长张正红参加调研和启动仪式。

面对现场提问，三位嘉宾耐心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