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经信委

市投促委

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厂长
芦从国

我是参与者

使使

命命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特别报道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建设西部经济中心

我叫成都，
敢干敢拼。

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提升参与提升参与
国际分工协作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能国际分工协作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能
力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
服务业核心城市服务业核心城市

责编 王涵 美编 刘笠丽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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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闻

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05

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
教授

市金融办

市金融办主任梁其洲：

成都将打造
结算中心

成都市金融办主任梁其
洲表示，着眼“十三五”，成都
将着重提升资本市场建设、创
投中心、财富管理基地、结算
中心和金融创新试验区等五
大核心功能。

他介绍，成都将突出资本
市场建设，目前成都已有66家
上市公司，在副省级城市排名
第四位，明年有望超过广州，
进入前三位。在创投中心功能
提升方面，下一步成都将出台
专门的政策。

在提升财富管理基地方
面，梁其洲表示，成都将让更
多财富支持实体经济，下一步
将引进一些全球著名的财富
管理机构，包括新加坡、瑞士
等国的知名机构。同时，还将
培养一些高端财富管理人才。
成都还将打造结算中心，打造
金融创新的先行试验区。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会议提出，要做强投资这个发展的
底盘，重点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
构，突出工业投资的重要性，提高工业投
资比重。会议对投资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今年，成都将确保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8300亿元，其中工业投资完成2180亿
元以上，增长35%左右。市投促委党组书
记丁小斌对此表示，市投促委将采取多
种措施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以项目为抓
手，既要招大引强，又要招高引新。

丁小斌表示，成都已经站上了经
济总量万亿级的台阶，同时肩负着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向西开放门户
的重任。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要

求成都必须高度重视投资。
市投促委下一步将如何做好招商

引资工作？丁小斌表示，将继续以项目
为抓手，引资源、引要素，不仅要招大
引强，而且要招高引新、招才引智，围
绕战略型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新
经济等，引进高技术、新技术产业，为
成都积聚人才和智慧。

“投资促进将从几个方面来着手。
一是行业领先的龙头企业。二是对改
变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有深远影响的平
台企业，三是占有先进技术的创新企
业。”他表示，在此基础上，投促委还要
参与引人、引技术，把一些高级的要素
资源集聚到成都。比如，成都已经开始
着手的，吸引清华、北航等外地知名高
校研究机构到本地落户，成都将不以
市属概念，而以市域的概念来支持科
研机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首次
明确了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

“四中心一枢纽”定位，“西部经济
中心”位居其首。昨日的全会上，
成都提出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主要任务，其中提出要加快建设
西部经济中心，提升参与国际分
工协作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能
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
中心和服务业核心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
研究所教授张可云评价说，对成都而
言，放宽经济发展的国际视野，着眼
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和调整
城市构架，是增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
济中心功能、乃至建设面向亚欧辐射
全国的经济中心的第一步。

着力点
注重创新产业培育，培育高

档次的产业，特别是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产业体系

成都要建设西部经济中心，
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应注重创
新产业培育，要培育高档次的产
业，特别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
业体系。”张可云建议。

成都已经认识到产业的重要性。
昨日的全会提出，城市发展的基础在
经济、支撑在产业。要积极适应和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抓住产业发展这个
命根子，抓住项目投资这个牛鼻子，强
基础、扩规模、优结构，加快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经济实力。

在张可云看来，成都已经有一
定的产业基础。一个一个数来，成都
已经拥有多个千亿级产业以及其他
颇具潜力的优势产业，比如电子信
息产业、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航
空航天产业、轨道交通产业等不仅
在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都有一定
的竞争力。根据来自全会的数据，今
年1～8月，中电科网络信息安全产业
园、中电子8.6代液晶面板生产基地、
格力系成都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
开工给成都产业发展增添了后劲。
与此同时，神龙汽车、一汽大众四期
等53个项目建成投产更使人们看到
了成都产业发展的成果和信心。

“成都还没有形成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产业体系。”张可云也特别

提醒，成都在建设经济中心时应该
清醒认识自己的发展现状。

方法论
建设经济中心，应该重视区

域合作，应该运用区域的方法发
展城市经济

“建设经济中心，应该重视区
域合作，中心城市应该运用区域的
方法发展城市经济，而不是只考虑
自身的现状与条件。”张可云认为，
只有放眼于大范围区域，中心城市
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他举例
说，成都和重庆之间应加强协调合
作，对接空间发展战略，共同谋划高
端发展平台，在经济领域形成紧密
的有机联系，从而实现双赢。

张可云建议，成都应该从国际、国
内、西部地区、西南地区、成渝地区与
四川几个层次规划合作，特别要重视
在“一带一路”中如何发挥作用。他认
为，成都既要承担起“一带一路”战略
中核心城市的任务，也应用好“一带一
路”背后的机遇。从国际层面看，“一带
一路”使西部地区成为新时期对外开
放的前沿，有利于成都等城市充分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强化与广阔欧亚
市场的经贸往来深度，参与国际经济
合作与竞争。从国内层面看，长江经济
带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密切东西部城
市的经济联系，促进先进产业和生产
要素集聚，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提
供有利条件。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9月7日，标致雪铁龙集团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投
产的首款产品——东风标致
4008正式下线了。

作为神龙汽车成都工厂的
“掌门人”，厂长芦从国(上图)
带领整个团队创造了从建厂开
工到投产仅23个月的“成都速
度”。他将原因归结为成都各政
府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协同服
务、以及团队的合力，却唯独不
愿多言自己在其中的努力。

9月是芦从国最看重的月份，
大事似乎总是会发生在此时。这
个9月，东风标致4008正式下线。
而两年前的9月21日，芦从国带着
团队离开武汉，来到成都龙泉驿
洛带的临时办公室，开始成都工
厂项目第一天办公的日子。

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将这
位土生土长的湖北人，与成都，
以及成都的汽车产业紧密相
连。他还记得，两年前，时任神
龙公司武汉第二工厂厂长的
他，被总经理找去谈话。那是他
第一次知道公司要在武汉之外
的城市建新厂，而他则将被委
以重任，带领团队远赴新战场。

压力袭来。芦从国的管理
水平是专家级的，但他自认为

“不善于与政府机关打交道”。
他担心自己的“弱项”，成为影
响项目进度的羁绊。然而项目
启动后的进展，却让他发现自
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龙泉驿区早早就成立了项
目指挥部，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加
入指挥部，我们的需求向指挥部
一报，很快就得到协调”，芦从国
称，成都本地各政府部门的支持
与配合，让整个过程事半功倍。
而成都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速
度与潜力，更是造就了神龙汽车
成都工厂进展神速的大环境。他
尤其惊讶于成都人的友好与包
容，随着成都工厂的扎根，这位
湖北人，如今成为了成都人。

走进龙泉驿区的黄土镇，
能看到一片干净大气，秩序井
然的厂区。芦从国不会忘记，在
各个车间厂房拔地而起前，这
里曾有一片果园。

这也是他坚持工厂中所有
的设备一定要环保，并且环保
设备一定要世界一流的原因。
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工业污水零
排放；重金属和磷离子零排放；
焊装车间无辅料损耗、无飞溅、
无粉尘。芦从国觉得，这样才对
得起成都的环境，对得起友好
而包容的成都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勤

全会提出，未来成都在产业发展
上要“强基础、扩规模、优结构”，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城市经济实
力。其中，工业“一业定乾坤”，做大做
强工业经济，仍然是产业发展重中之
重。“会议透彻地分析了成都经济的现
实，符合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提出了
适合成都实际的发展道路。”市经信委
主任施跃华认为，成都工业经济经过
多年发展，在很多领域经历了从无到
有的过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工
业经济总量上看，与国内一线城市相
比还有差距。“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必须拥有产业支撑，工业必须担
起这个重担，再经历一轮爬坡上坎，必
须拿出足够的干劲，砥砺前行。”

在施跃华看来，从工业经济结构
看，成都的工业体系还不够完善，需要
从两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方面，对已经
形成一定基础的电子信息、汽车等十
余个产业，抓紧补短板，优结构。另一
方面，要抓住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天府
国际机场建设和简阳改由成都代管、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天府新区建设等
六大发展机遇，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一
批高端产业和战略型新兴产业，比如
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和智能
制造。这些产业都是国际产业结构中
的朝阳产业。

施跃华表示，成都的产业发展要
面向国际市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
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他以轨道交通为
例，在新都、新津都布局了新的产业园
区，定位是做中车集团面向“一带一
路”战略的出口基地，而不仅仅是满足
西部或者国内市场。“我们实施蓉欧+
战略，也是要借‘一带一路’的东风，面
向广阔的国际市场，为城市产业发展
创造新的机遇。”

工业强基重点抓什么？施跃华从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要是抓积
累，保持应有的增速，没有量的积累
就没有经济强市。二是抓住重大产业
机遇，比如电子信息、集成电路、显示
技术、智能制造，这些都是全球正在崛
起的产业领域，抓住了就能实现跨越
式发展。成都已经编制了《成都制造
2025》规划，确定了14个重点发展的产
业，在此基础上细化了“十三五”的产
业规划。其中，甚至细化到每个产业链
的产品，如果生产商不在成都，如何招
商，如何进行技术改造。三是狠抓落
实，绝不放松。“工业发展没有投入就
没有产出，近年，可以说把工业部门

‘逼’得很厉害，但从我们的发展速度
来看，这是值得的。”

施跃华特别提到了“3+N”的工业
发展格局。他表示，过去成都产业园区
体量不足，整体规划面积仅500多平方
公里，提出“3+N”产业园区布局之后，
成都进行了工业发展空间布局的调
整，规划面积预计将达到1500平方公
里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友好包容的成都人
造就了神龙速度”

“成都已经有产业基础、产业优势、产业竞争力”

成华区委书记刘光强：

发展壮大航天通信
等都市工业集群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
成都将深入实施《成都制造
2025》规划和工业强基行动。成
华区委书记刘光强表示，成华
区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
工作，全面落实项目促进三级
调度会机制，力争全年完成项
目投资420亿元，新引进重大
项目15个以上。加快发展壮大
航天通信和国机重装等都市
工业集群，加快构建成华区

“3+3+1”服务业新体系。加快
构建全区“一圈一道多园”的双
创格局，不断为全区发展增添
新的动力。成都商报记者辜波

成华区

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兴军：

将编制34个
“十三五”重点规划

国家中心城市的蓝图已经
绘就，未来如何发展？成都市发
改委副主任刘兴军表示，目前
正在抓紧编制34个“十三五”重
点专项规划，下一步将与国家
发改委等国家部委进行对接，

“从目前看，国家中心城市是我
国城市的最高层级，下一步还
有国际性区域中心，世界城市
等，这些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上
已经在着手进行准备了”。

他表示，近年来，成都的
城市地位一直在不断提升，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与此前的一
步步提升也是一脉相承的，

“1993年，是西南地区的‘三中
心两枢纽’。2010年，住建部提
出成都是国家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2011 年，国务院提出了
成都建设全国重要的交通枢
纽等几个专项的定位。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则是目前最高层
级的综合的国家定位，成都的
发展也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成都商报记者韩利

高 端 访 谈

2016年9月8日，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工人在检测线上对新车进行质检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

市投促委党组书记丁小斌：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
确保完成8300亿元

市经信委主任施跃华：

成都工业发展空间
预计再增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