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指标增长最为迅速

2016年5月
成都创新关注量是

2014年底的320倍
成都创业关注量是

2014年底的488倍

2015年全市平均每个
工作日诞生市场主体990
户，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4.86
万户，新增注册资本6545.93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7858 亿 元 ，专 利 申 请 量
77538件，同比增长近20%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成都）基地负
责人王亚松介绍，双创指数是反映社会创新创业发
展情况的综合指标体系，是基于大数据建立的，双
创指数可为创业者找到合适的地点落地创业，为投
资人找到合理的投资区域，以及为政府创新创业决
策提供可资参考的现实依据。

“在指数内容上，双创指数选取了与双创工作
关联度最大的五个影响因素，形成了五个一级指
标，分别是关注指标、科技指标、人才指标、经济指
标、环境指标”，王亚松表示，五个一级指标及其下
面的各个细分指标，可以全面地反映各个领域、各
个行业、各个层级的创新、创业情况，并且可以分析
变化原因和变化趋势，“通过比较各因素变化情况，
还可以分析出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双创指数是如何编制出来的呢？王亚松介绍，
双创指数使用了大数据的清洗、分析、建模方法，由
专门的数据分析团队完成。

“本次发布的双创指数，主要是对成都市创新
创业现状的动态化指标评估”，他介绍，这一指数以
2014年9月为基准，当时成都的双创指数为100分。
经过双创工作的不断推进，2015年全年，成都市双
创指数平均为191分，接近两倍于基期。2016年5月，
成都的双创指数为279分，接近2.8倍于基期。“其中，
5个一级指标中，以各类媒体报道情况为参照的关
注指标增长最为迅速，例如今年5月，成都创新的关
注量是2014年底的320倍，成都创业的关注量达到
2014年底的488倍。”他表示，如果从城市间的横向
比较来看，成都目前的双创关注热度为18.64%，远
远高于杭州的15.99%和武汉的10.55%，反映成都双
创舆论氛围最浓、社会关注最热、市民认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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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合作共赢 2016年6月26日 星期日 08聚焦2016中国·成都 全球创交会

6月24日开幕的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国家信息
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成都）基地和《每日经济新闻》联合发布了“双创指
数”，今年5月，成都创业指数增长至279分，21个月增长了近2倍。

那么，双创指数是如何编制的？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双创指数的高低
又意味着什么？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成都）基地负责人王亚松
和成都市科技局副局长吴健对此进行了解读。

6月24日下午3点过，乐山市区青果山
花城小区业主、58岁的王佑芳（化名）遭遇
飞来横祸，小区楼上坠落的一把手钳直插
其前额。

经过10多个小时的生命接力抢救，手
钳虽然已经被取出，但截至发稿王佑芳尚
未脱离危险。目前，肇事嫌疑人已被控制，
警方已经刑事立案。

业主外出散步
刚出单元门被手钳砸中

6月25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事发
的青果山花城小区，不少住户谈起王佑芳
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当天事发时，该小区的保安李师傅正
在大门口保安室内值班，“当时三栋二单元

底楼一位业主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跟我说
单元后门有人受伤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有业主摔伤了。”当
李师傅跑到三栋二单元的后门时，眼前的
一幕让他十分震惊。据李师傅介绍，受伤的
正是住在该单元14楼的王佑芳，当时王佑
芳坐在后门处的台阶上，她满脸是血，前额
上直插着一把手钳。在王佑芳的旁边，站着
她1岁多的外孙女，早已吓得哇哇大哭。当
时王佑芳意识还算清醒，李师傅赶紧拨打
了120和110。

据李师傅介绍，原来事发前王佑芳带
着外孙女准备到小区院子里玩耍，刚刚跨
出单元门，就被一把从天而降的手钳击中，
外孙女被吓哭了，惊动了一旁的底楼业主。

手钳已经被取出
病人尚未苏醒

事发后，好心邻居将王佑芳送往附
近的乐山市老年病专科医院。24日16时
许，得知岳母王佑芳出事的消息后，刁先
生夫妻俩赶到医院。简单拍片发现，手钳
的一只把手插入脑部极深，该医院不具备
救治条件。

接近17时，刁先生将岳母转入乐山市人
民医院，立即进行了全套检查。医生诊断后，
向刁先生一家表示，这样严重的颅脑外伤医
院也是第一次接诊，也没有过这类严重贯穿
伤的手术经验，手术难度和风险极大。

刁先生一家几经商量，决定再将老人
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当晚21时，救护车
将一直在做控制出血、供氧治疗的伤者送
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

25日凌晨0时，王佑芳被送进手术室做
术前准备，解开包扎固定的纱布，刮掉伤口
周围的头发，一把把手外裹着红色塑料层、
半旧的大号手钳完整地出现在医生面前，
其中一个把手插入伤者右侧脑部，外露的
把手长约5厘米。

25日凌晨6时，经过三小时手术，医生
将手钳从王佑芳的脑部顺利取出，随后，伤
者被送到SICU（外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术
后观察。刁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医生在
交代病情时表示，接下来的7到14天都是伤
者的极度危险期，一旦出现术后感染，后果
不敢想象。取出的明显半旧的手钳上，甚至
还有疑似水迹，加上手钳进入脑部极深，难
以进行消毒治疗，因此感染风险极大。

截至记者发稿时，病人仍未苏醒。

手钳如何坠落尚在调查
警方已控制肇事嫌疑人

25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该小区看
到，涉事大楼共有31层，该单元后门上方区
域涉及每层楼两家住户。小区保安李师傅
介绍说，该小区三栋于2013年交房，靠近事
发点后门处的分别为每层楼的1号房和3号
房，大部分业主均已入住。

事发后，小区物业及时封闭了相关出
入口，辖区警方也迅速对可能涉事的住户
进行了逐楼逐户调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
肇事嫌疑人被控制，警方已经刑事立案，目
前，正对手钳如何坠落做进一步调查。

刁先生称，已经准备好了追究相应责
任人的刑事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顾爱刚

沈阳，皇寺路福安巷3号，一排硬
山式青砖瓦房显著保持着历史的烙
印。85年前的1931年9月19日，作为中
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发出了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
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
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上午，
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
长何成湘等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
决定，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
总的宣言。宣言定稿后，立即刻蜡纸、印
刷，并通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
学生在街头散发出去。中国近现代史料
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这是“九一八”事
变以后中国抗战第一个完整的宣言。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机
构，中共满洲省委之所以能够在“九一
八”事变第二天就迅速、准确做出反应，
与他们长期有效的工作密不可分。据介
绍，“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共满洲省委
领导下，东北地区恢复了基层党组织，
加强了省委机关建设，并在长期发动基
层群众和组织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劳苦
大众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
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在东北的活
动情况，使党中央了解到了东北局势。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馆长龚
祖介绍，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
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以及之后一
系列宣言的带动下，东北民众的抗日
热情被点燃了。在接下来的抗日斗争
中，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培养出了杨靖
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周保中等
优秀东北抗联将领，抗日的烽火燃遍
了白山黑水之间。

沈阳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于1986年
对外开放，共接待国内外观众数十万
人次，已经成为进行党史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 （新华社）

“这一指数是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
新创业（成都）基地和《每日经济新闻》，经
过两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编制完成的，国家
信息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成都）基地是
主要研发主体，《每日经济新闻》既是联合
发布方，也是双创指数的指定发布媒体”，

《每日经济新闻》总编辑雷萍表示，作为大
数据合作方，每经已具备掌握数据的能
力，以后将进一步建立媒体数据库，优化、
整合数据资源，与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
新创业（成都）基地共同不断丰富和完善
双创指数，将其作为一项常态化、战略性
的项目。

据悉，这也是双创指数的首次发布。
“双创指数对成都的创新创业活动进行系
统分析，量化评估成都的创新工作进展和
创业成果，对成都的创新创业能力进行综
合分析、比较和判断，对我们下一步坚持
问题导向，更好地制定、落实双创政策，充
分激活全社会双创活力，具有较强的借鉴
参考作用”，吴健表示，双创指数可为成都
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吴健介绍，去年初，成都启动了“创业
天府”行动计划，全社会双创活力显著激
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成为成
都经济转型新引擎。

2015年，全市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市
场主体990户，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4.86万
户，同比增长33.7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9.29个百分点；新增注册资本6545.93亿
元，同比增长10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54.8个百分点；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11000
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758家，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7858亿元；专利申请量
77538件，同比增长近20%，其中发明专利
申请量29791件，同比增长35%，分别居全
国副省级城市第2、3位。

“成都还获批了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示范城市，被《财富》杂志评为

‘2015年中国十大创业城市’，双创工作获
得国务院表彰”，吴健说，这些成绩，在评
估成都双创工作的双创指数中也都有所
体现。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光辉历程

这里曾发出
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重访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危急
手钳把手深度插入脑部

约15厘米，从颅顶贯穿眼部接
近牙骨处，颅内有严重的骨折，
已经出现颅内高压的情况。

幸运
手术中未发现眼球主血

管破裂的情况。经过3个小时
的手术，医生将手钳从王佑芳
的脑部顺利取出。

隐患
取出的明显半旧的手钳

上，甚至还有疑似水迹，加上手
钳进入脑部极深，难以进行消
毒治疗，因此感染风险极大。

天降“手钳”插入脑袋
辗转三家医院终取出

14小时生命接力

中欧创新合作论坛
共建中欧创新合作生态圈

昨日，2016 中国·成都全球创新
创业交易会——中欧创新合作论坛在
蓉举行，论坛围绕“共建中欧创新合作
生态圈”，邀请了来自中国和 16 个欧
洲国家创新主管部门、创新机构、科技
园区、孵化器、技术转移中心、创新企
业、友好城市、驻华使领馆的130多名
参会嘉宾，就“创新驱动的机制与政
策”与“创新服务体系与平台建设”两
大议题进行了探讨。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李伟铭

中加创新与投资论坛
近百个项目现场对接

昨日，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
易会——中加创新与投资论坛举行。
论坛以“创新与投资”为主题，旨在通
过搭建合作平台，为中加双方科研机
构、企业和投资人提供方便、有效的交
流渠道。活动现场，加方携近百个先
进、实用技术项目与成都企业展开技
术交流和项目对接，涉及医药医疗、先
进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成都双创关注热度
远远高于一些城市

数据之问

双创指数为首次发布
可为成都提供决策参考

创新创业的

解密成都“双创指数”出台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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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双创指数
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首次亮相的4米长LED水墙 摄影记者 陶轲

准备接受手术治疗

手钳插入脑部位置手钳插入脑部位置

“成都双
创指数的迅
速增长意味
着什么？”

“反映社
会创新创业
发展情况的
双创指数可
为政府提供
怎样的决策
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