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成都数联寻英科
技有限公司CEO周俊临带着
这份《蓉漂创业指数大数据
报告》，登上海创荟的演讲
台。周俊临介绍，《报告》的数
据采集，涵盖了从2014年到
2016年，成都各人才市场的
人才数据、招聘市场的招聘
需求、简历投递信息、企业工
商注册信息、网络舆情信息，
还有行业其他信息等。

在对成都近三年的整体
创业现状、创业详情、创业人
才等进行多维度分析后，《报
告》出炉。据周俊临介绍，根
据成都市的产业发展特点，

《报告》对创业企业的行业进
行了界定，基本可分为五大
行业领域，分别是电子信息
行业、金融业、生物医药行

业、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行
业。

而《报告》最先披露的，
成都市创业企业总体情况数
据显示，成都市的创业企业，
最集中的行业领域是专业技
术服务行业，创业企业数量
占比约31.2%。其次是电子信
息行业，创业企业数量占比
26.5%。剩下的依次是制造
业，16.4%；金融业，14.6%；生
物医药行业，11.3%。

报告还对这三年里，不
同行业创业企业数量的增速
进行了分析。2015年创业企
业数量增长率最高的行业是
专业技术服务行业，增长率
达17%。2016年，增长最快的
则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增长
率达13.2%。

京渝沪深来的“蓉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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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漂创业蓉漂创业
指 数 大 数 据 报指 数 大 数 据 报
告告》》,,这是一份专这是一份专
门针对成都门针对成都，，针对针对

““蓉漂蓉漂””进行的大进行的大
数据调研分析数据调研分析，，数数
据横跨据横跨20142014年到年到
20162016年三年时间年三年时间。。

根据报告的根据报告的
分析分析，，成都创业企成都创业企
业集中的第一大业集中的第一大
领域领域，，是专业技术是专业技术
服务行服务行业业。。而而““蓉蓉
漂漂””最多的来源城最多的来源城
市市，，第一名是北第一名是北
京京，，其次是重庆其次是重庆。。

作为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
会主会场重要活动之一，2017中国西
部生物医药大会昨日在世纪城国际会
议中心开幕，诺奖得主、知名院士、医
药研发机构等国内外300余名生物医
药精英汇聚一堂。温江区现场与8个重
大项目签约，协议总投资52亿元。距4
月22日“创业天府 菁蓉汇·温江”三医
融合专场签约12个重大项目，协议总
投资280亿元，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在大会现场，日本著名化学家、美
国普渡大学教授、2010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根岸英一获聘为成都医学城国
际顾问。据温江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预
计2018年，成都医学城产业规模占比
达到成都市25%以上，跻身国内生物
医学类产业基地15强；2020年，形成3~

4个产业链条完备的生物医学产业集
群，实现全口径生物医学产业规模750
亿元；2025年，全口径产业规模突破
2000亿元。

温江紧紧抓住成都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机遇，着
力打造“三医两养一高地”的产业体
系，奋力建设“健康态、创新型、千亿
级、全产业链”的成都医学城，用高端
产业实现“西控”战略，引领全市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力争把温江建成西部
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之一。

温江汇集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
机构、拥有20余万科技创新人才，已建
和在建的孵化载体达200万平方米；有
着强劲的创新动力，推行科研机构+政
府和企业“一个大脑、两只手”协同创新

模式，成功引得北卡大学、麦吉尔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握手”
温江。另外，还出台了成都最优厚的产
业扶持政策和最具吸引力的人才政策，
坚持把最优质资源留给最优秀的企业，
把最优厚的礼遇给予最优秀的人才。

在活动中，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中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成都）、
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化学会药剂专业委
员会、中医药制剂创智中心相继落地
温江。据悉，作为成都市生物医药产业

“一城一区多园”布局重要构成的成都
医学城，是四川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主阵地”和“增长极”，致力于打
造放眼全球的生物医学技术转化中
心、全国领先的新型医药医疗产业创
新创业基地。

在会上，成都人才发展促进会与
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举行签约仪
式，结成友好协会，这将为成都医学城
引进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的杰出人才。
日本著名化学家、美国普渡大学教授、
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根岸英一获
聘为成都医学城国际顾问。会后，根岸
英一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连用了三个

“very”来形容成都医学城的创新创业
活力。他表示将为成都医学城建一个
朋友圈，聚集更多核心技术专家献计
献策，引领成都医学城走向全球。

未来10年，成都医学城将建成对
接全球的生物医学技术转化中心、全
国领先的新型医药医疗产业创新创业
基地、西南最大的全链式生物医学产
业集群聚集区。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蓉漂蓉漂””数据数据//
“蓉漂”是近些年诞生的词汇，指代了越来越多从外地甚至

海外来到成都创新创业、定居生活的人们。这也是成都创新领域
的一支强大队伍。那么“蓉漂”们主要来自哪些城市？成都的创新
创业，又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昨日，在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中举办的“创业天
府”海创荟——全球顶尖企业家创新创业论坛上，《蓉漂创业指
数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这是一份专门针对
成都，针对“蓉漂”进行的大数据调研分析，数据横跨2014年到
2016年三年时间。

根据《报告》的分析，成都创业企业集中的第一大领域，是专
业技术服务行业。而“蓉漂”最多的来源城市，第一名是北京，其
次是重庆。

成都医学城预计明年
跻身国内生物医学类产业基地15强（）

2017中国西部生物医药大会昨开幕 诺奖得主根岸英一获聘成都医学城国际顾问

作为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
易会专项活动之一，首次在创交会上
设立和举办的“人才交易会暨2017成
都夏季特大型人才招聘会”，昨日在
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举行，
参会企业达200家，分设高层次人才
交易区、优势新兴产业人才招聘区、
高校毕业生招聘区和综合招聘区。记
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昨日超8000名
人才前去参会求职。

中国十九冶集团、中航成飞民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博奥晶芯、富士康等名
企，在现场搭起展位，一共提供了6978个
岗位。其中高层次人才交易区就提供了
岗位1016个，平均月薪超过8000元。

成都博奥晶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昨日上午不到一小时就收到30多份简
历。中国十九冶集团瞄准高层次人才，
项目经理、项目总工招募20人，直到昨
日中午12点，招聘展位前还排满了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效

创交会首次设人才招聘专场

8000求职者
会场寻“伯乐”

根岸英一连根岸英一连
用了三个用了三个““veryvery””
来形容成都医学来形容成都医学
城的创新创业活城的创新创业活
力力。。他表示将为成他表示将为成
都医学城建一个都医学城建一个
朋友圈朋友圈，，聚集更多聚集更多
核心技术专家献核心技术专家献
计献策计献策，，引领成都引领成都
医学城走向全球医学城走向全球。。

求职者排队在招聘会上递交材料

成都数联寻英科技有限公司公布《蓉漂创业指数大数据报告》

创业指数看过来创业指数看过来

海内外媒体齐聚创交会
成都再次亮相中外舞台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波兰国
家电视台、俄罗斯国际新闻社；《四川
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成都商
报》……

最近几日的成都，涌入了大批中
外媒体。他们都为一件事而来，那就是
刚刚成功举办的 2017 成都全球创新
创业交易会。境内外 74 家主流媒体、
423 名主流媒体记者参与了创交会，
对大会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众媒
体的竞相报道，将成都再次推到了聚
光灯下。也让创交会的国际影响进一
步扩大。

大会筹备了50余场活动，几乎每
一场都有记者们兴奋而忙碌的身影。
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新华社、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央电视台、《21世纪经济报
道》、《第一财经日报》等境内主流媒
体；波兰国家电视台、俄罗斯国际新闻
社、尼泊尔ABC News 电视台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美国、英
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港澳
台地区的境外主流媒体；《四川日报》、
四川广播电视台、《成都日报》、成都广
播电视台、《成都商报》、《成都晚报》、

《每日经济新闻》、《新城快报》等省市
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腾
讯、今日头条、四川新闻网、成都全搜
索新闻网、微成都等网络媒体，均对本
届创交会展开了全面采访报道，向境
内外受众展示和传递了创交会的盛
况，传递了成都创新创业的重要成就。

其中，《成都商报》从5月8日，创
交会开幕前2 天起，就已开始对创交
会的筹备发布报道，并首次解密此次
创交会的嘉宾大咖，确认了“4位诺奖
得主要来作报告”的消息。

创交会举办的第一日，《成都商
报》聚焦“世界级创新巨头”，在头版大
篇幅报道解密了诺奖得主弗雷泽·斯
托达特、世界创意经济之父约翰·霍金
斯、“可穿戴计算之父”史蒂夫·曼恩、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首席大法官
兰德尔·R·雷德等人在创交会之行
中，留下的观点与智慧。

“中国-欧洲中心”在成都高新区
Icon·云端正式启动，这件中外瞩目的
大事，更是被《成都商报》以《中国-欧
洲中心站起来》为题，进行了浓墨重彩
的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近几年，“蓉漂”正呈递增趋势，从各地来
成都创新创业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蓉漂”
们都来自何方？《报告》专门对不同行业的“蓉
漂”的来源城市进行了分析。

电子信息行业 来自北京的“蓉漂”最
多，2829人。第二名是重庆，2242人。这两
大“蓉漂”来源地遥遥领先。排第三名的是
深圳，该行业“蓉漂”为1156人。

周俊临分析，这是因为北京电子信息人
才资源储备丰富，并且积极性和行业资源都
相对较高，利于创新创业。而除了有不错的
人才资源外，重庆还跟成都有地域接近性。

金融行业 创业企业人才最多来自重庆，
868人。其次是北京，568人；深圳紧随其后，556
人。上海第四，516人。再接下来则是绵阳、乐
山、内江、西安等地。

生物医药界 “蓉漂”最多来自泸州，
283人。其次是重庆和上海，分别是251人和
246人。

制造业“蓉漂”最多来自重庆，1643人。

第二名是深圳，1230人；第三上海，1179人。
再接下来是北京、绵阳和广州等。周俊临称，
这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重庆是老牌制造业
城市，制造业人才资源极其丰富。

专业技术服务行业“蓉漂”最多来自北
京，449人，其次是重庆、上海和内江，分别是393
人、255人和226人。

周俊临称，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电子信
息领域目前对成都而言，是对人才吸引力最
强的领域，因此流入的人才最多。而生物医药
领域流入的人才相对最少，说明目前这类人
才的需求度最大。

此外，他还分析认为，“北京重庆是蓉漂
最多的来源城市”，北京是由于资源优势，重
庆则是地缘优势。他表示，重庆除了距离成
都近，交通也十分便利，高铁两个多小时即
可抵达。“不难想象，等成都到西安的高铁开
通后，或许可以给成都带来新的人才输入的
契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王效

创业企业集中在哪些领域？

专业技术服务行业最多
其次是电子信息行业

“蓉漂”们来自何方？

五大行业一一分析
北京IT“蓉漂”、重庆制造业“蓉漂”最多

紧接01版 据成都市博览局副局
长王欣介绍，本次展会展览面积超过
4万平方米，参展企业和机构超过600
家，展出面积和参展企业均超过上届
一倍。

王欣认为，这次展览有三个特色。
首先，展会提档升级了。
国际展团包括美国硅谷高创会展

团、全球独角兽展团、国际众创空间展
团等，吸引了超过 100 家境外创新企
业参展。此外，武汉、杭州、合肥、昆明、
重庆等兄弟城市也组团参展，携数千
款代表全球顶级水平技术的产品在展
会亮相。

第二，国际化水平更高了。
大批“高精尖”技术和产品首次亮

相展会，例如美国硅谷高创会展团中，
来自美国休斯敦的科技新秀 ROBO
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无人智能机
器控制系统 AIMC，通过智能化的无
人操作提高作业效率65%，为每台机
器每年降低约8.5万美元的成本。

第三，更加突出互动体验和交易。
据了解，展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企

业、团体等带来了超过1000个创新创
业项目，在现场进行了洽谈和对接。科
大讯飞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创新创业
企业和项目拟落地成都。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紧接01版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
全市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好
于预期”。要进一步准确把握当前经济
发展形势，既增强信心，又保持清醒，
切实增强经济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
性；要全力以赴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结合新区新城建设
扩大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要更好发
挥工业的支撑作用，增强政策举措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提振企业投资发展
信心；要提升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推
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
品质转变。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落实健康成
都战略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的实施意
见》、《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
意见》、《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
例（草案）》，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
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长助理等列席
会议。

强化首位城市担当
精心谋划推进自贸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