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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重托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希望未来能够在成都设立自己的实
验室，希望更多创新企业与成都合作。”5
月10日，2017成都创交会举行，“可穿戴计
算之父”史蒂夫·曼恩带着他的最新研发
成果“水风琴”来蓉。

昨日，“水风琴”再次在成都响起。
“2017中国之旅”在成都举行，15家加拿大
科创企业来蓉觅合作，涵盖智能制造、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
科技、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

同时，中加全球协同创新创业平台也
在成都高新区正式揭牌。现场，成都技转
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大数据产业
联盟等企业与平台管理方签约合作。加拿
大科技企业蓝腕机器人公司则宣布在成
都设立机器人开发中心。

“中加科技产业园”项目实质落地

“希望更多加拿大企业落地成都，也
希望更多成都企业到加拿大发展。”昨日
中加全球协同创新创业平台在成都高新
区正式揭牌，平台将发挥连接中、加高科
技创新的作用，这也是“中加科技产业园”
的首期成果。

去年11月，溢思得瑞科技创新集团与
四川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成都建立

“中加科技产业园”，此次揭牌创新平台，
是项目的实质落地。

“目前在成都高新区，有一个3000平
方米的办公区，中加平台就落地在这里。”

“中加科技产业园”运营方——溢思得瑞
科技创新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很
快，二期项目就将启动。

“我们正在探讨，在成都成立一个‘可
穿戴计算之父’实验室或者基金。”上述负
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成都平台已经有6-7
个项目落地。

“2017中国之旅”是北美企业在中国
的系列活动，先后赴珠海、深圳、武汉、杭
州、成都开展路演与项目对接，寻求在中
国的合作与投资。“此次‘中国之旅’活动
成效显著，有一多半企业都在中国谈成了
合作、合资。”溢思得瑞科技创新集团的董
事长孙一桉表示，加拿大的科技创新能力
强但市场规模较小，而中国产业升级带来
的巨大机遇正好与之形成互补，中加两国
加强创新合作前景可期。

中加企业将联手开发机器人

成都站现场，共有12家企业路演。四川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陈光浩表示，“参加这次
活动的12个项目都是国际性高科技创业项
目，都是与四川产业契合度较高的项目，我
们将联动相关部门和城市，早日为这批好
项目找到合适的投资方和承接地。”

总部位于加拿大万锦市的蓝腕机器人
公司与北京智联云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昨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共同成立一家合
资公司。两家公司将在成都设立销售与集
成系统开发中心，在工业机器人整体解决
方案、工业机器人视觉系统软件开发等方
面，与本地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展合作。

“在全球机器人行业中，中国市场的
规模和增长速度是首屈一指的，我们希望
加强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合作。”蓝腕机器
人公司总裁阿亚迪说。

现场，溢思得瑞集团与成都技转创业
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大数据产业联盟
签约，将分别在科技孵化、科技金融以及
大数据领域合作。

此外，北美企业中国之旅还将成立落
地基金，从而打造“产融结合”平台，促使
北美创新技术加速落地中国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一场“央行货币政策工
具支持实体经济”集中签约仪式在
成都举行。25家企业与成都高投集
团、工商银行、成都银行等签订协
议，签约意向金额达到8.25亿元。

记者从现场获悉，2017年，人
民银行成都分行营业管理部将投
入再贷款资金16亿元、再贴现资金
40亿元，定向支持科技、小微、农业
等实体经济发展。

双创债正式应用到首批企业

昨日现场，25家企业获得金融
支持，签约意向金额达到8.25亿元。
其中，19户为定向支持企业。

包括，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
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平安
银行成都分行、上海银行成都分行
与6户“央行科票通”定向支持企业
代表签订贴现意向协议。6家企业

与成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签约，
获得“央行小贷通”定向支持贷款
授信合同。6户现代农业基地与农
业银行四川省分行营业部、成都银
行、成都农商银行、新都桂城村镇
银行、金堂汇金村镇银行等签约，
获得“农贷通”贷款授信合同。简阳
农商银行与1户精准扶贫产业基地
代表签订贷款授信合同。

除了这19户定向支持企业，在
现场，还有6家高新区双创企业与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签约，这标志
着，双创债正式应用到首批企业。

就在本月，全国首单银行间市
场“双创债”正式发行。该债券规模
10亿元人民币，期限五年，为支持

“双创”发展而“量身定做”。该债券

发行主体为高新园区、孵化器、“双
创”示范基地等，募集资金可用于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偿还银行贷款
或通过委托贷款、股权投资等方式
支持一批诚信优质“双创”企业获
得稳定低成本融资。

双创债有哪些挑选条件？“筛
选标准严格。”成都高新投资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管理团队优
秀；二是企业具有技术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
细分行业处于领先水平；三是行业
前景广阔；四是具有较高成长性，
近两年成长性不低于30%。

争取落地更多创新品种债券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运用央

行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
支持全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
准扶贫等实体经济发展。”人民
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李铀说。据
悉，2017年，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营业管理部将投入再贷款资金
16亿元、再贴现资金40亿元，定
向支持科技、小微、农业等实体
经济发展。

成都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
梁其洲透露，下一步，成都将争取
落地更多创新品种债券，包括“一
带一路”债、绿色债、自贸区地方债
等，还将探索运用互联网技术，实
现银企线上线下的高效融资对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5月23日，故宫博物院－都
江堰市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及故
宫太平花赠植都江堰市仪式举
行完毕后。当日14时30分，这株
已有70多岁的太平花被妥善保
护后，在都江堰市农林局和文物
局三位工作人员及专家的护送
下，包了辆22座中巴车，踏上了
回家之路。

全程护送太平花回家的都
江堰市农林局工程师赵志龙，向

成都商报记者回顾了整个过程。
“是现场直接从故宫博物院挖出
的，根部土团大，根系保护得很
好，我们对枝干也进行了保护。
在路途中，主要是保持植物的水
平衡，保证每天一早一晚给它浇
水。”他说，太平花耐阴，一路上
车内都开了空调，温度保持在18
摄氏度左右。为了防止枝干、树
叶 受 损 ，车 速 也 始 终 保 持 在
80-100公里/小时这个区间内。

25家企业签约8.25亿元

央行今年56亿支持成都实体经济

看似平常的山野小花，却被
中国历史上两朝皇帝御赐花名，
成为皇家御苑中的奇花异草；数
度迁徙，由四川青城山辗转成
都、开封，再到北京故宫。承载着
历史风云变迁的太平花，今日终
于要重新在家乡种植生根了。

5月2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将种植在故宫、带着泥土
气息和扑鼻芬芳的太平花交到
都江堰市市长何维楷手中。这株
取自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前的太
平花随后被小心包装，坐上了包
车，踏上了归家的路。经过52.5
个小时的旅途，它于25日傍晚7
点到达都江堰市，今日将被栽种
至都江堰景区清溪园中。

两次北上
探访太平花踪影

2013年，都江堰市几位历史
文化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故
宫太平花来自青城山》的文章，
引起了都江堰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从那时起，都江堰市就开始
了寻访太平花、求证太平花源
头的行动。2013年和2016年，都
江堰市政府先后两次派出专家
学者，北上寻找太平花的踪影，
还对故宫绛雪轩前一丛太平花
和东华门文华殿前4丛太平花
进行了现场确认。

古代文献中，太平花有宝
仙、醉太平、玉真等多个品种，它
们与现在人们所称的太平花又
有什么联系？曾参与寻访的都江
堰农林局赵志龙解释称，现在人
们普遍所说的太平花，都是山梅
花属的，即故宫博物院中所植的
京山梅花。而根据文献记载，太平
花从青城山引种到成都、再到开
封、北京这条轨迹是确凿的。“现
代植物分类学才200余年历史，而
太平花已有上千年历史，在这之
前的分析只能靠文献古籍。由于
地理、方言等原因，古人可能把山
梅花属、溲疏属都称为太平花，但
其形态有所差别。”

“比如‘醉太平’属于溲疏
属，不同于太平花白色的花瓣，
它是粉红色的。”赵志龙说，之前
在青城山野外，曾拍摄到过毛柱
山梅花和密毛山梅花，它们都是
白色花瓣，虽不是植物分类学中
所称的“太平花”，但也可称为太
平花的子类或姊妹。

今日植根都江堰

52.5个小时 带着故宫土

太平花回家

说起太平花即将安家的都江堰
景区清溪园，也大有来头。清溪园占
地8000多平方米，是川派盆景的精
品园，栽种了各类名贵花木。这里还
有号称“镇园三宝”的紫薇屏风、紫
薇佛掌、紫薇花瓶。太平花，就将栽
种在已有千年历史的紫薇屏风旁
边。在这里，给太平花专门规划了约
1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清溪园内有六七名专业的园
林工人来轮流对太平花进行养护，
着重观察它的水分、养分、开花期

等。”从事园艺工作已有40余年的
张树发介绍。本已退休的他，因其
丰富的经验又被青城山－都江堰
景区管理局园林处反聘。他将作为
专家，指导园林处的花木工人对太
平花进行日常培育、养护。

张树发说，考虑到种植环境、
气候等因素的变化，这株太平花
会有一年适应期，他们也会请故
宫博物院的专家，提供相应的资
料，以便让其更好适应新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5月25日傍晚7时，经过52.5个
小时后，这株太平花终于回到了都
江堰市。在被栽种前，它被安置在
景区游客中心内，有防盗监控及24
小时值班的保安来保护其安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都江堰
景区游客中心见到了这株太平花，
土团根部已有木箱保护，枝干有纸

质透水材料保护。“这株太平花刚
过了花期，状况良好。”工作人员
说。据了解，今天将举行“千年太平
瑞圣花 盛世迎归都江堰”活动，会
有4名小伙子身着古装武士服，将
这株太平花抬至都江堰景区清溪
园中栽种，“起码有200斤重，我们
四个人抬起来都有些吃力。”

一路包车 保持适宜温度与湿度出发

状况良好 监控及保安24小时防盗抵达

设展示区 将与千年紫薇屏风为邻种植

15家加拿大创新企业组团
来蓉觅合作

中加全球协同
创新创业平台揭牌

制图 李开红

建设美丽繁荣
和谐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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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环保
龙泉垃圾填埋场
变“发电厂”

据新华社电 2017年全军和
武警部队院校招生计划日前下达，
36所军队院校计划招生3.09万人。
其中，普通高中毕业生1.2万名、生
长军官士兵学员0.48万名、士官学
员1.41万名。从2017年起，不再从普

通高中毕业生中定向招收、不再从
在校大学生中考核选拔国防生，国
防生制度逐步调整为面向地方院
校毕业生直接选拔招录。

2017年是军队院校调整改
革后首次按照新的院校体系进

行招生，招生计划适度压减合
并 传 统 作 战 力 量 专 业 招 生 数
量，增设部分新型作战力量专
业，学科专业布局进一步向侦
察预警、指挥控制、作战数据等
领域聚焦。

2017年起不再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定向招收国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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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课堂
向乡村学校直播

她是居民最贴心
的“家庭医生”

4名工作人员抬着从故宫博物院回到家乡的太平花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太平花种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