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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成华践行“互联网+高成长性产业”新模式
龙潭总部城先行先试“工业2025”，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引擎

10月19日，
“创业天府·菁蓉
汇”（成华）特别专
场活动中，成华区
六个创新路演项
目，吸引上亿元投
资意向。这些大放
异彩的“双创项
目”中，很大一部
分来自创新创业
一体化孵化基地
——位于成华区
东北角的成都龙
潭总部经济城。目
前成都龙潭总部
经济城正积极探
索将云计算、物联
网和互联网等新
一代技术，按照
“工业2025”的总
体思路，探索将
“双创”成果转化
为经济发展新动
力的机制，积极先
行先试“互联网+
高成长性产业、强
三优二”的新模式，
打造“新常态”下经
济发展新引擎。

“成华区坚持
创新创业双驱动，
实施‘互联网+’工
程行动计划，构建
科创和软件产业
特色高地，加快
智能转型、强化
产业基础、促进
绿色发展，打造
创新活跃区、创业
优选区”。着力于
成华区发展研究
的四川创新社会
发展与管理研究
院辜堪生教授说。

位于成华的龙潭总部经济城是成都市中
心城区规模最大的总部聚集区，被中国社科
院列为“中国总部经济研究实践基地”。

昨日，记者在龙潭总部经济城现场看到，
一条条宽度在20米至40米的道路交叉纵横，高
楼林立，绿树成荫。2004年，为承接“东调”留下
的优质产业，成都市批准设立“龙潭都市工业
发展区”，使成华区实现“老工业基地”向“都市
工业”转型。2007年，成华区将产业定位调整为
发展“总部经济”，实现了“都市工业”向“总部
基地”第二次转型。2009年，实现“总部基地”向

“产城一体”的总部经济城第三次转型。
2015年，龙潭总部经济城正按照“工业

2025”的总体思路，创新互联网科技，谋求第
四次转型升级发展，探索将“双创”成果转化
为经济发展新动力的机制，积极践行“互联
网+高成长性产业、强三优二”的新模式，打造

“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
“‘工业2025’与德国‘工业4.0’都是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针对制造业发展
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辜堪生教授介绍，
2015年，中国在分析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遵循

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客观规律，编制了中长期十
年规划，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十个重
点行业，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其
他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传统行业，以及相应的供
应链和销售网。其主线是两化深度融合，主攻方
向是推进智能制造，主要形式是互联网+。

据成都龙潭总部经济城管委会主任商虎
军介绍，结合资源情况和产业发展基础，正在围
绕骨干企业形成相对集中的空间布局，逐步聚集
三大产业集群，即以中国二重国家工程技术中
心，四川成焊宝玛焊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为骨干
的机械装备产业集群；以成都航天通信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四川北斗导航应用技术有限公司为骨
干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中节能建设工程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为骨干的节能环保及建筑工程产业集群。

按照龙潭总部经济城践行“工业2025”发
展的初步构想，至2025年，这里将聚集具规模
企业1000家以上，年技工贸收入超1000亿、税
收收入超30亿，成为产城相融互动、发展体系
完备、集聚规模最大、综合效益最优、发展环
境最佳的中西部“总部经济发展新标杆”。

在龙潭总部经济城，既有大
学生创业园，更有总部企业云集。
借力“双创”的东风，成都龙潭总
部经济城率先构建了“双创”的完
美闭环孵化发展机制，许多与科
技创新研发、互联网科技有关的
前沿双创企业落户于此。而这只
是成华推动“双创”成果产业转化
的一个缩影。

在融创汇-汉鼎宇佑高新科
技产业孵化器内，成都众创互乐
科技有限公司已步入发展快车
道，而在此之前，已投资国内两家
移动游戏研发公司和一家韩国游
戏运营公司。孵化器运营方“汉鼎
宇佑集团”负责人侯冬告诉记者，
基地运行仅三个月，已经进驻近
10家企业，而且都已进入加速期，
其中三家公司正在谋求上市，这

种快速聚集、高效孵化的“成华速
度”，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创新创业成为社会热点的当
下，成华区如何能吸引高质量的
项目落户？

第一步棋，就是“搭建平台”。
成华区重点抓好成都龙潭总部经
济城、“汉鼎宇佑”等创新创业孵化
载体规划建设，力争“339全球创客
中心”、“东梦工场”创业孵化器尽
快投用，力促年内万科华茂广场孵
化园、国家大学科技园784产业园
签订“校-地-企”三方合作协议。

引得进，还要活得下，更要留
得住，能发展。为扶持企业发展，出
台《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实施意见》，对大学生创业、科技人
员创业等都有激励措施，同时加强
公共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对新认定

的国家、省、市、区孵化载体，给予
10万元-30万元奖励。成华正加快
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
产业园”阶梯型孵化体系，构建创
新驱动完美闭环。目前成华区孵化
载体（含在建）已达12个，分布于全
区不同的产业功能区。

通过阶梯型孵化体系，成华
区正积极探索“互联网+高成长性
产业”新模式，到2020年，成华区
将汇集科技创业者5000人，建成
创新创业载体20家，孵化科技型
企业达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100家，高新技术产业总值达
500亿元，“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
市场挂牌企业达100家。

创新创业与产业的完美闭
环，将形成“新常态”下，成华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构建起项目从孵化到产业化
的完美闭环后，成华区更通过“政产
学研用金”多方协同，深挖创新潜
力，实现“双创”与产业有机结合。

在成华区经科局，最新的
“科技支持计划”成华区项目立
项已经汇总，总金额达1300多
万。在这些立项的企业项目中，
成都龙潭总部城的“双创”企业
占据了相当的份额，既有微型企
业管理云技术平台，也有与大数
据应用相关的技术，既有页岩气
钻探分析设备开发与应用，也有
机器人控制系统。

为鼓励企业创新，成华区设
立了知识产权资助专项资金，先

后出台措施，对涉外专利、发明专
利等加大资助力度，通过资金扶
持和政策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
新。今年8月，经过初审、复核及网
上公示等程序，成华区知识产权
局对2015年第二批139件专利资
助项目给予资金扶持。

今年，成华区还专门出台应用
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重
点支持精密机电装备产业、电子信
息产业、移动支付技术、智慧家居
节能、智慧能源等为支撑的高新技
术产业领域，并支持科技创新服务
平台建设、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及专利成果转化。

鼓励政策和扶持资金引导

下，“政产学研用金”协同，辖区企
业、科研机构自主创新热情持续
高涨，专利成果不断涌现，创新项
目申报创历史最高水平。今年1-9
月，成华区专利申请3006件，其中
最具含金量的发明1699件，两项
完成全年目标率均位于成都五城
区第一。

目前，成华区立足成都龙潭
总部经济城三大主导产业集群，
坚持创新创业驱动、智能转型、强
化基础、绿色发展，深入实践“互
联网+高成长性产业、强三优二”
的新模式，打造“创新活跃区、创
业优选区”。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践行“工业2025”
龙潭总部城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

推动在孵项目产业化
率先构建“双创”与产业的完美闭环

“政产学研用金”多方协同
加速高成长性产业发展

核心
提示

龙潭总部经济城打造千亿级产业园区

据透露，成安渝高速也有了最新消息。
全长177公里（我市境内里程约20公里），
总投资196亿元，由资阳市牵头，我市配合
实施。项目涉我市境内征地拆迁工作已全
面完成。因投资人资金筹集问题，目前全线
暂停施工。资阳市正牵头编制完善后续工
程建设实施方案，待前期各项工作完成后，
即按有关程序重新确定项目投资人推进后
续工程，计划于2016年建成通车。

此外，对接新机场的成都新机场高速
力争2015年内完成招商工作，2019年建成
通车。而拟对接双流机场的双流机场第二
高速，其起于三环路川藏立交，经双流机
场，接新津，再接成雅高速青龙场互通立
交，可由此前往乐山方向，此外，还将在夹
江引出一条10公里左右的支线至峨眉山，
今后成都市民驾车至峨眉山将更为便捷。

为建设西部高速公路中心枢纽，成都
优化市域内和周边高速公路网，形成辐射
中西部、通达全国的“三环十三射”高速公
路网络。“十三五”期间，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将超过1000公里，构建成都至重庆3小
时高速公路交通圈、至周边省会城市贵
阳、昆明、西安、武汉8小时高速公路交通
圈，至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20 小
时高速公路交通圈。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昨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成都交通融
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新闻发
布会，会上透露了成都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
方面的规划情况。新一轮高铁规划中，成都将
建设两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分别至达州，
连接西安、郑州、武汉，以及接新机场至昆明。

高速公路方面，成安渝高速2016年建成
通车，新机场高速2019年建成通车，双流机场
第二高速将可延伸至峨眉山。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构 建 西 部 综 合 交 通 主 枢 纽 成 都 融 入“一 带 一 路”和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战 略

西北、华北高速通道
□将来可通过汶茂松高速等
经阿坝、或通过成什绵及绵九
高速经九寨沟快速连接甘肃。

华中、华东
高速通道
□可通过渝遂高速
等，快速连接重庆，经
重庆至华中、华东。

华南出海
高速通道

□可通过隆纳高速、乐
宜高速经泸州或宜宾快
速连接贵州，经贵州连
接华南出海通道。

云南
高速通道

□可通过雅攀高速、
仁沐新高速、乐西及
西攀高速等快速连
接云南。

青藏高速通道
□将来可通过雅康高速、汶马德高速等经康定或
德格连接西藏。
□将来可通过汶马阿高速经阿坝快速连接青海。

【铁路】
规划建设连接西安昆明高铁

为破解成都市地理区位劣势，快速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战略布
局，积极推动新一轮对外高铁通道的规划
建设。将建设时速350公里的成都至达州
段，达州以远的线路走向根据渝西高铁具
体走向确定，可形成至西安、至郑州、至武
汉的时速350公里高铁新通道。

建设时速 350 公里的天府新区经新
机场、自贡至宜宾段，在宜宾衔接渝昆高
铁，形成至昆明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新
通道。新建成都至西宁时速 200 公里铁
路，确保“十三五”期间开工建设。新建成
都至格尔木铁路，经在建格尔木至库尔勒
铁路连通新疆铁路网，加快形成通往西北
和中亚的便捷通道。

成都正在建强国内第五大铁路枢纽。
到2020年，建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无缝
衔接、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二
环十射”铁路运输网，出川通道增加至15
条，实现市域30分钟快铁交通圈，至重庆等
周边城市1小时快铁交通圈，至西安、昆明、
贵阳、兰州、武汉4小时快铁交通圈，至环渤
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地区8小时快铁交通圈。

【公路】
成安渝建设有新消息了

制图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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