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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中心指数
成都连续四年中西部第一

昨日上午举行的西部金融
论坛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首次
发布了该院编制的“中国‘双
创’金融指数”（IEFI）。成都位
居中西部城市首位，在全国31
个样本城市中排名第六。

IEFI构筑的是包含“双创”
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
和金融生态等四大领域下共计
46项客观指标在内的衡量体
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
都、重庆、武汉等31个城市由于
其金融资源聚集、双创活动活
跃，并具有地区区位优势，被选
作首期IEFI分析的样本城市。
北京、深圳、上海居“双创”金融
指数排名前三。

在郭万达看来，金融“双
创”指数显示出中国金融创新格
局已初步形成。而作为“创优城
市”的成都，在加强西部金融中
心功能、发力金融支持配套提升
的过程中，“很有可能成为下一
个中国金融创新‘明星城市’”。

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金
融中心指数”显示，成都在31个
金融中心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
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和广
州，连续第四年位居中西部第
一位。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渤海银行将向成都
提供超2000亿元信贷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
昨日，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
交易会-西部金融论坛暨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
行。渤海银行与成都市政府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向成都市
提供不少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
信用额度。

据悉，本次双方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旨在整合优势资源，
挖掘金融创新资源，通过重大
重点项目合作，提升金融服务
水平，支持四川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

昨日启动运营的中关村领创空
间成都创新中心，位于成都市成华
区双林路十一科技广场，目前规划
的创新创造和创业生态系统将分为
六个层级，分别是领军企业层级、科
研院所层级、高端人才层级、科技金
融层级、创业孵化层级和创新文化
层级。

“中关村领创空间进驻成华区，将
充分利用中关村技术、人才、资本、市
场、平台等要素，与成华区域优势相结
合，同时吸引京津冀相关领域的资源
项目，整合国际国内创新创业资源，搭
建线上虚拟服务平台和线下实体服务
空间，在成华打造新型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引领全区创新事业，服务地方创
业，助力成华产业升级、人才战略和经
济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

2015年6月16日，经中关村管委会
批准成立的“中关村领创空间”，将通过

“全国百城优选计划”选址100个城市建
设“中关村领创空间”，而成华区是中关

村领创空间“百城优选”的首选城市。
为何是成华区？“成华区政府有加

强创新创业和提升产业层次的强大诉
求，有务实的长期规划，有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施路径。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成
华区在都市产业新体系建设方面具有
很大的上升空间和潜力。”中关村领创
空间有关负责人道出了原由。

据了解，中关村领创空间成都
创新中心是中关村领创空间在全国
布局的首个区域性总部，有望在双
方的协作下，成为具有全国示范效
应的创新创造新平台。中心将采用

“1+2+N”的方式打造新型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即建设一个区域总部、两
个创新中心和若干线下空间，其总
体规划是立足全域成华，面向全省、
辐射中西部，紧扣“中优”部署和提
升产业层次、构建都市经济新体系
的初步规划要求，打造“三核引领、
两校协同、多点支撑”的“3+2+N”全
域创新创业新格局。

培育科创经济新业态 构建2.5产业新高地

成华中关村领创空间成都创新中心昨正式运营
5月11日，“中关村-成都

创新·生态·协同高峰论坛”在成
华区举行，与此同时，位于成华区
十一科技广场的中关村领创空间
成都创新中心也正式运营，两家
知名企业与中关村领创、成华区
政府签订了三方战略合作协议，
中关村芯园（北京）有限公司等五
家企业与中心签订了空间入驻协
议，60多家创新企业与成华对
接，成都再添双创新引擎！

以中关村领创空间成都创
新中心为平台，将搭建中关村-
成都新技术新产品沟通的桥梁，
带动更多的创新资源和要素向
成华集聚，培育科创经济新业
态，构建2.5产业新高地。按照成
华区创新引领工程五年目标规
划，在2021年将实现“变节点为
核心”，形成国内知名的区域创
新中心，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充
满生机的众创生态系统，争创具
有活力、具有影响力的全国一流
创新创业城区。

有别于普通的招引项目进驻，中
关村领创空间成都创新中心强调得最
多的是“生态圈”，而这也成为昨日参
加高峰论坛嘉宾的共识。

“成都创新中心的背后是中关
村发展集团五大业务板块的支持，
包括投资、金融、科技园区、国际化
业务和区域合作业务。”中关村发展
集团副总经理、中关村领创空间董事
长周武光在主题演讲时说，中关村领
创空间在成华落地，接下来将通过这
个平台，让中关村发展集团相关的板
块业务和资源要素，以及中关村的企

业家资源等互动，形成一个完整的创
新创业生态圈。

而事实上，这样的生态圈已经在
慢慢地形成。11日签约入驻中关村领创
空间成都创新中心的中关村芯园（北
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为集成电路设计企
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平台公司，董事
长李军告诉记者，这几天已经在和位于
成华区的“十一科技”磋商合作，涉及集
成电路设计、软件应用、系统整机、产业
升级等全产业生态链。信息产业电子第
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赵振元也对中关村进驻成华
所带来的机遇充满信心，他表示，将与
中关村合作，聚集一大批知名企业，把
十一科技大楼建设成为在全国有影响
力的集成电路高端设计中心。

成华区委副书记赵钢说，成华作为
三线时期重要工业基地，更是创新创业
的重要发祥地，目前仍拥有电子十一院
等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聚集了众多
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企业，加

上近年来新建30余万平米双创载体，新
引进的300余家创新企业，此外，成华区
以区委一号文件形式，出台了建区以来
覆盖范围最广，扶持力度最大，普适程
度最高的政策，为双创企业提供全方
位、全生命周期的帮扶，真正让双创企
业和广大创客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
出，增强西部科技中心功能。成华区紧
扣打造西部科技中心“新引擎”的目标
定位，加快打造新型创新空间。按照成
华区创新引领工程五年目标规划，坚
持“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在2017
年实现“变机遇为优势”，打造全市双
创核心战略支点；第二步，在2019年实
现“变并行为领跑”，打造中西部双创
门户；第三步，在2021年实现“变节点
为核心”，形成国内知名的区域创新中
心，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充满生机的
众创生态系统，争创具有活力、具有影
响力的全国一流创新创业城区。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报道

中关村领创空间“百城优选”首选成都成华 培育科创经济新业态 成华争创全国一流创新创业城区

曼谷副市长塔维萨·乐普拉潘：

成都支持创新创业值得借鉴

“成都城市面积很大，城市规划和
建设做得非常好，特别是交通设施。”塔
维萨·乐普拉潘说，此次参会，他了解到
成都在创新创业上出台了非常有吸引
力、很强劲的政策，这一点“给人很多启
示”，值得曼谷学习。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安妮玛丽·
朋特-施特莱克：

生态塑料搭乘蓉欧快铁来荷
第二次到访成都的安妮玛丽·朋

特－施特莱克对两市的交流，用了“意
犹未尽”来形容。她介绍了此次随团来
访成都的一家荷兰企业——该企业是
绿色婴儿推车的生产商，推车原材料所
用的生态塑料来自成都。由于之前从成
都到欧洲没有直达列车，原材料运输就
成了生产耗时的环节。有了蓉欧快铁

后，运输时间缩短了，市场也得以扩大。
这次来成都参加创交会，该企业代表当
场与成都企业达成合作，将绿色婴儿车
生产项目落地成都。

匈牙利佩奇市副市长德齐·伊斯特万：

看好佩奇大学与川大合作

匈牙利佩奇大学拥有650年的历史，
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在医学
方面拥有很高的声誉。在回答成都商报
记者关于佩奇与成都医疗方面合作的问
题时，德齐·伊斯特万称他知道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在中国医学教育方面有着很高
的地位，“我非常期望两所大学在研究方
面的合作能够取得丰硕成果。”

新西兰哈密尔顿市长安德鲁·金：

带了个专家团来和成都谈

继去年创交会带来涵盖高校、科

技、投资领域专家的12人“豪华团”后，
今年创交会，新西兰哈密尔顿市再次
带来了医学、材料、教育领域的专家
团，用市长安德鲁·金的话来说，仔细
选择了此次到访成都的代表团成员，
确保能为两座城市的关系推进做出切
实的贡献。

日本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

西成客专通车形成旅游圈

“奈良与唐代的长安城有着历史联
系，年末新干线（西成客专）通车后，日
本游客游完西安，3个小时就能来成都
了！”昨日，在参加完第八届东亚地方政
府会议后，日本奈良县知事荒井正吾表
达了对成都和奈良关系发展的期待。

“我们可以帮助成都在日本做观光旅游
的推介，增加成都的知名度。”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钟茜妮
摄影记者 王勤 王效

11日上午，第三届成都全球创新创
业交易会上发布最新的“双创”指数和新
经济指数。数据显示，成都双创指数由
2016年5月的203，提升至2017年3月的
220，累计增速为8.71%。成都“双创”指
数明显提升，充分彰显创新创业活力；
新经济指数攀升至全国第四，风险投
资指数等指标与北上深杭并列第一方
阵，对新经济资本显示出强劲吸引力。

强势上扬 显示巨大发展潜力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管理应用中
心数据运营部主任王亚松介绍，“双
创”指数是指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
成果和双创环境等维度，对区域“双
创”活跃度及成效的量化评估。

从此次发布的相关数据来看，2017

年第一季度，成都“双创”指数得分为
218，较同期全国“双创”指数高出7.39个
百分点；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全国

“双创”指数呈下降趋势，而成都“双创”
指数则先回落后上扬，充分彰显了城市

“双创”活力，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数据背后 成都营造良好环境

据成都市科技局总工程师李良钰
介绍，成都推进“双创”的主要努力，一是

设立20亿元人才专项资金，面向全球招
才引智；二是持续打造“双创”引领区和
特色众创空间，夯实承载平台；三是深
化改革不断释放制度红利，降低创新创
业门槛；四是持续举办“菁蓉汇”系列品
牌活动，促进“知本”和“资本”有效对
接，不断扩大“双创”品牌影响力。

新经济指数 成都排名全国第4

从另一项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创新

发展指标——新经济指数来看，成都
也同样有不俗表现。从财新智库和
BBD数联铭品联合发布的新经济指
数来看，从2017年开始，成都的新经
济指数出现了显著上升，由2016年
年末的7-8名攀升至2017年2、3月的
第四名。

新经济指数旨在描述新经济在总
体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数联铭品
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分析，成都的系
列创新实践，对新经济资本产生了
强劲吸引力，新公司指标、风险投资
指标和招标指标分别排名全国第五
名、第六名、第六名，与北上深杭并
列第一方阵。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综合新华社

昨日上午，“2017成都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在成都成功
举办。本次论坛是“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重要活动之
一，也是近年来成都市最大规模的国际友城盛会，邀请到来自全
球35个国家58个地方省市的政府和创新机构代表近260人参加。

泰国曼谷、斯里兰卡中央省、爱尔兰邓莱里·拉斯当郡、乌
克兰利沃夫市和西班牙瓦伦西亚5个城市与成都市签署了建立
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丹麦霍森斯市、法
国蒙彼利埃市、英国谢菲尔德市4个城市与成都高新区签署了

“一带一路”交往中心入驻意向书。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本次论坛分为“2017成都国际友城

市长创新论坛圆桌会”和“2017成都国际友城优秀创新创业项
目推介会”两个板块。

在圆桌会上，英国伦敦金融城、美国洛杉矶、日本奈良县、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瑞士苏黎世、加拿大蒙特利尔、莫桑比克马
普托以及美国纽约州、爱沙尼亚塔林、新西兰哈密尔顿、韩国仁
川、美国旧金山、乌拉圭拉瓦耶哈省、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
墨西哥梅里达等友城代表分别围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营
商环境优化与创新发展”两个议题进行了精彩发言，讲述各自
城市创新创业故事，分享各自政府为促进城市创新创业所做的
努力、取得的成果和对未来在该领域开展国际交流的愿景。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增速增速88..7171%%

2017年3月
成都双创指数

成都朋友圈添加5好友 来听听市长们群聊些啥

“这里城市规划和建设做得非常好”

市
长
们
说

成都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3.5万户
全市发明专利申请3.95万件
均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2位

2016

2016年5月
成都双创指数

爱尔兰邓莱里·拉斯当郡

斯里兰卡中央省

泰国曼谷

乌克兰利沃夫市

西班牙瓦伦西亚

双创指双创指数数//
成都彰显活力 潜力巨大

▶5月11日，
成都国际友
城市长创新
论坛会场，嘉
宾正在交流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市市长
安妮玛丽·朋特-施特莱克

泰国曼谷副市长塔维萨·
乐普拉潘

中关村领创空间成都创新中心正式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