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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入驻成都科学城的企业
“掌舵人”董跃

我是参与者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建设西部科技中心

我叫成都，
创意十足。

加快建设西部科技中心加快建设西部科技中心，，加速融入加速融入
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推进全面创新大力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改革试验，，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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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北京科技大

学博士生导师

昨日召开的市委全会提出，
成都将加快建设西部科技中心，
加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大
力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设
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周天勇认为，中国的中心城
市已经到了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发
展的时候，成都建设西部科技中
心需在多个领域探索改革，尤其
是探索体制机制层面改革创新。

创新，
城市转型的动力

全会提出，成都要坚持把创

新驱动作为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
和推动城市转型的第一动力。成
都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深入实施
创新型城市建设2025规划和创新
引领行动，按照“12345”的总体思
路，抓好全面创新改革这个“一号
工程”，提升城市创新力、创业力、
创造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
市，打造西部科技中心和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我们已经到了依靠科技创新
驱动发展的时候，”周天勇说，从发
展经济学的规律看，随着经济发展
水平的提高，知识和技术对增长的
贡献率越来越大。就城市而言，城
市发展和科学技术有着非常直接

的关系。新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
都将影响城市产业前端，一些城市
依靠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将呈
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他认为，应从基础科学方面
的创新能力、技术性创新能力、转
化能力等三个方面来考量城市的
创新能力。“一座城市如果大学科
研院所集聚，又具备将技术转化
为产品和产业的机制，那么城市
新经济发展的前景，经济增长的
速度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他说。

目的，
科技转为生产力

科 技 创 新 的 目 的 ，是 把 科

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这
也是城市建设科技中心的意义
所在。周天勇认为，在当下的中
国建设科技中心，需要在多个
领域，尤其是探索体制机制层
面改革创新。“我们应该说情况
比较复杂，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造成新技术的产业化面临比较
复杂的链条，需要解决一些系
统性难题。”

成都提出要重点聚焦基础
性、关键性科学领域，增强城市基
础科学实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着
力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
民深度融合创新“两个通道”，建
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
科研学科和世界一流创新企业。

在周天勇看来，要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突破制度桎梏，激活科研院
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健
全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机制。从
技术到产品，需要经历复杂的过
程，需要科技人员，也需要天使
投资、风投等服务支持。三是创
新组织形式，促进科技人员和社
会资本的结合。

“成都在建设科技中心方面
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在很多领域
积极探索。”周天勇认为，成都应
在多个领域探索改革，以激发科
技创新的活力。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黑客也是大产业
年底亮相科学城”

“成都在建设科技中心方面有自己的优势”

站在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
湖畔广场上放眼望去，穿过碧草
绿茵，占地约为7000平方米的启
明星辰即将撩开其神秘的面纱。

即将进驻的成都启明星辰
信息安全技术公司总经理董跃
难掩一脸喜悦，“我们公司整栋
楼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预
计10月初就能装修完毕，11月
正式进驻科学城创新中心。”

作为首批签约入驻成都科
学城的企业，董跃带领的团队
一路跑出了互联网“加速度”。

身着 T 恤，董跃自诩并不
是“技术宅”，他对未来的事业
版图充满期待。

“我昨天还特意去逛了一
下，园区里有食堂、健身房、足
球场等配套设施，还有可供我
们单身员工租住的宿舍”除了
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商业、完善
的配套设施外，董跃说，天府新
区为其提供的多项优惠政策也
没有让他失望，尤其是对人才
培养方面的政策非常贴心。

“启明星辰与天府新区仅
仅谈了两次，不到一个月时间
就确定要签约入驻成都科学
城，”在董跃看来，启明星辰之
所以这么快签约，很重要的原
因就在于与成都科学城的产业
定位一拍即合——信息安全是
成都科学城布局的重点产业，
而启明星辰的看家本领就是信
息安全，在国内市场无论公司
市值，企业影响力，都处于领先
地位。

几年前，董跃带着 6 个人
来成都开拓销售市场，业绩并
不是很好。但如今，当年与他抢
市场的同行很多都已经“死在
沙滩上”了，董跃的团队人数却
发展到了 300 人，正式落地成
都。在董跃看来，这与启明星辰
不断创新产品、创新服务有很
大的关系。

“启明星辰正在组建一个
名叫‘北极星战队’的团队，目
前团队组建已经完成，成员有
8 人，都拥有很精湛的技术。”
虽然同样拥有黑客技术，但“北
极星战队”将技术运用于维护
网络安全，战队的最大作用就
是找出网络漏洞，研究攻防对
战。找齐这8个人颇费了董跃
一番工夫，但他并不是在做无
用功，“启明星辰-四川大学产
学研联合实验室”和“北极星战
队”将是启明星辰在成都本地
开发出的“王牌”，他们年底前
将在成都科学城正式亮相。

“我不是妄自菲薄！”董跃
说，入驻成都科学城，启明星辰
借助成都的资源优势，会实现
更快成长。董跃认为，成都知名
高校众多，确保了源源不断的
人才供给，同时成都也为企业
发展培育了良好的土壤。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市委全会提出，要坚持把创新
驱动作为成都面向未来核心战略和
推动城市转型的第一动力。市科技
局局长卢铁城认为，会议对西部科
技中心建设的论述有举措、有任务、
有目标，对科技创新工作提出了明
确的要求。未来，成都将加快融入全
球创新体系，大力推进创新改革试
验，建设两个平台，即国家创新型城
市和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
中心。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内容。卢铁城表示，下一步要继续打通
政产学研用通道，直接服务于一流大
学、一流院所、一流学科的建设，推动
三权改革的抱团突破，两三年内打造
至少10家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服务
于成都的多个千亿产业。“目前，我们
已经召开了三权改革的现场会，正在
组建三权改革联盟，将及时总结可向
全国推广的成都经验。”他表示，成都
还将做好环高校院所的成果转化区。
通常而言，创新型城市的高校院所周

边，聚集着许多优秀企业，借助源源不
断的人才、科技资源走向世界。

“我们要着力推动‘创业天府’
行动计划，努力打造植根成都的世
界一流科技企业。这是科技工作的
重要使命。”卢铁城表示，成都目前
的经济总量很大，但真正植根成都
的世界一流企业不多，成都要补齐
企业发展的这一短板，培育拥有颠
覆性技术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
一流科技企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驱动是
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卢铁城表
示，成都已经提出了人才新政十条，将
推动更多优秀人才向成都集聚。成都
加强一流创新人才队伍、一流企业家
队伍和一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力争
成为全球各领域人才的集聚地，人才
资源将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
支撑。

“我们还将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服
务，打造全球创新资源的集聚高地。”
他认为，上海、深圳等城市之所以拥有
很强的产业聚集力，是因为有高质量
的政务服务和完整的产业配套。成都
在政务服务方面已有较好的基础，但
产业配套还比较薄弱，只有做好科技
服务业，才能进一步促进全球创新资
源向成都集聚。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市科技局局长卢铁城：

两三年打造10家
新型产业研究院

成都要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
快建设西部科技中心。成都将
提升城市创新力、创业力、创
造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
市，打造西部科技中心和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
中心。

温江区委书记王道明昨
日表示，温江区准备在成都医
学城的建设上做更多工作。

“成都医学城目前的规划空间
已经扩展到了 41.15 平方公
里”，王道明表示，但单靠这
41.15平方公里，仍然无法完全
承载医学城的功能。他称，温
江将对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
进行打造，使之具有成都医学
城的“基因”。这样一来，成都
医学城不仅仅引进了高端企
业，还带动起了创新创业和医
疗服务的发展。

“所以，医学城的这 41.15
平方公里内，主要发展两个
功能，是创新创业和先进制
造业”，王道明表示，而在城
市和农村板块，则可以发展
医疗服务，包括医学城的生
产性服务。

温江区委副书记、区长陈
志勇也称，目前医学城的规划
空间虽然已经扩大到41.15平
方公里，但随着科伦药业、药
明康德等知名投资企业和研
发机构的入驻，医学城在完成
现有规划面积建设的情况下，
还将根据项目融资情况进一
步扩大。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温江区委书记王道明：

成都医学城将主要
发展两大功能

郫县县委书记杨东升：

菁蓉小镇旁有望建
21平方公里工业区

郫县县委书记杨东升昨日
表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未
来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结合
郫县实际，他认为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对二圈层来说至关重
要，而最重要的是交通路网的
完善和疏通。目前，成都市非常
支持郫县，结合建设中心城市
的要求，郫县将认真梳理，抓住
重点工程，使郫县这个区域尽
快与中心城区成为一体，同城
同品位。

同时，郫县工业布局在空
间位置上要扩大。“上风上水
的郫县，很关注生态，但从整
个城市的进程看，工业化发展
还不够，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
业、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
才能够使高新西区的服务业
有所升级、发展。”杨东升说，
目前，高新西区是全市电子信
息产业集成区，结合菁蓉小镇
国家创新中心示范基地建设，
期待未来在中心城市建设中
担负更重要的作用，工业空间
希望再扩大些，“郫县初步考
虑，在菁蓉小镇附近建设成21
平方公里左右的工业区，配套
高新西区的辐射功能，带动功
能将更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温江区

龙泉驿区委书记、成都经开区党
工委书记何勋表示，龙泉驿区将坚定
不移抓整车，实施“300 万”产能建设
行动。推动一汽、二汽、吉利 3 个整车
品牌体系扩能增产，分别搭建“100
万”产能，形成 3 个百万量级的汽车
产业发展“支撑”。促进川汽、中植一
客等企业做强做大，积极引进广汽、
北汽等整车企业，形成多个产业发展

“支点”。

实施“千亿企业计划”。鼓励支持
现有整车企业扩销增产，力争到 2020
年形成一汽产值过千亿，二汽、吉利产
值超500亿，川汽、大运等产值达百亿
的“1+2+N”梯度发展格局。今年确保
整车产能达170万辆，产能突破100万
辆，总产值达到1550亿元。

实施“新能源汽车倍增战略”，鼓
励中植一客、川汽等现有新能源整车
企业增资扩量，努力引进众泰、奇瑞
等新能源整车企业落户发展，吸引新
能源“三电”核心部件项目快速聚集，
力争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1 万
辆、同比增长 6 倍，实现产值 30 亿元、
同比增长3倍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郫县

高 端 访 谈

成都科学城规划图

市科技局

龙泉驿区

龙泉驿区委书记、成都经开区党工委书记何勋：

今年确保整车产能170万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