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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中国（四川）自贸
试验区正式挂牌。其中，双流自贸试
验区总面积34.01平方公里，是四川
自贸试验区内国家级机遇多重叠
加、区位优势最明显、产业基础最扎
实、口岸功能最成熟的核心区域，主
要发展民用航空（含枢纽服务、航空
维修、研发培训、通用航空等）、金融
服务、跨境电商、现代物流、保税制
造等临空自贸高端产业，着力打造
营商环境优越、投资贸易便利、监管
高效便捷、创新创业活跃、产业基础
雄厚的内陆自贸发展引领示范区和
内陆自贸开放高地。

5月22日14时许，埃塞俄比亚
航空的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降落
在双流国际机场。随着成都直飞亚
的斯亚贝巴，正式宣告成都首条
直飞非洲大陆的定期航线开通。这
也是双流国际机场第100条国际
（地区）航线。通达地球五大洲的双
流早已瞄准了给飞机做保养这块
大蛋糕。

去年9月21日，四川国际航空发
动机维修有限公司航空发动机保税
维修基地（一期）在成都综保区双流
园区奠基，欲为全球维修飞机的
CFM56发动机。据悉，CFM发动机
使用于空客和波音系列飞机。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9亿元，分
三期实施。项目一期建成后年维修能

力达300台，全面建成后年维修能力达
600台。在双流保税区内维修境外飞机
发动机，对于吸引国际客户优势明显。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走进位于
双流保税区内的飞机维修基地。目
前，维修基地的主体已建成封顶，正
在进行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从美
国进口的滑轨已安装到位。公司新
厂房工程经理菲利普表示，整个项
目进展非常顺利，“预计下个月就进
入验收阶段。最快，今年9月就可以开
修第一架飞机。”据介绍，新厂房是按
世界领先水平修建，可以自动清洁零
部件，建成后，可以缩短生产周期的
15%左右的维修时间。“力争通过几
年努力，将生产周期由70天降为55
天。”他表示，飞机发动机维修过程
中，航空公司要租赁飞机，“我们缩
短生产周期后，可以帮助航空公司
减少租赁时间，降低生产成本。”

空港双流 保税区打造全球飞机快修中心
盯准成都100条国际航线大蛋糕 双流奋力起飞
时间缩短15%
双流保税修全球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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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14时18分，一架来自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
ET063航班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迎来第100条国际（地区）航
线。吞吐量破4600万人次，位列
2016年全球最繁忙机场前50名，双
流机场通达地球五大洲，双流已瞄
准了给飞机做保养这块大蛋糕。随
着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成立，自贸区
的开建……定位空港双流、国际航
都的成都市双流区已站在了巨人
的肩膀上顺势起航。

本月24日，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在成都开幕。未来五年，四川许
下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的美好
愿景，要始终不渝朝着“两个跨
越”的奋斗目标坚定前行。

一个接一个的利好消息从双
流传来：在双流自贸试验区内，航
空发动机保税维修基地的进口滑
轨已经安装到位，今年9月，成都双
流就可以为全球保税修飞机了。同
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也在双流落
地开花，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建设也正火热展开。军民融合
产业基地建设中的四川重大项目
——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
全产业园的一个项目也已完成招
标工作，很快进场建设……

定位空港双流、国际航都的成都
市双流区已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顺
势起航。

5月21日，金发科技天府新区创新
园项目在双流区西航港经济开发区正
式启动。项目占地面积约596亩，将建设
孵化器项目和加速器项目。计划在5年
内引进、培育400家以上的科技企业，引

进设立科研机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
术中心等研发中试平台5个，打造2~3
个产业技术联盟，集聚和培育8家以上
产值上亿级高科技企业，培育3家上市
公司，将为双流区高科技企业培育和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待
创新园项目全部建成投运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30亿元，年税收1亿元。

双流认真落实省委“三大发展战
略”，以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
城市为工作统揽，以建设国家级临空
经济示范区为目标引领，立足主导产
业，依托重大项目，加快实施精准招
商、项目促建和企业培育，初步形成了
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

去年全年地区生产总值652亿
元，同比增长9.3%；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507亿元，同比增长22.2%。在全省
第一批工业强县示范县（市）建设成
效评估考核和成都市2016年工业经
济目标近郊区（县）考核中位居榜首。
来自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管理局的
最新消息，今年1~4月，双流自贸试验
区新引进项目31个、协议总投资238
亿元。其中，海科工业机器人、中商飞
等20个项目完成固投50.6亿元，预计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17.2亿元，工业
产值125亿元，税收9.59亿元，外贸进
出口122亿元。

按照国家、省、市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战略，双流立足辖区中科院光电

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8个军
工单位，天微电子、中亚通茂等16家
经认定的民参军企业，中电科信息安
全产业园、成都芯谷等9个军民融合
项目资源禀赋优势，将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作为今后促进工业经济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措施，全力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目前已形成
军工龙头单位军转民重大项目落户、
民参军企业逐步集群、军民融合科技
成果加快转化等良好局面。

2015年4月，中电科与双流签署投
资协议，建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安
全产业园。规划中，园区占地约1140亩，
总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计划投资约
130亿元。大型央属军工集团入川当年
的9月7日，《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正式公
布，包括四川在内的8个区域被确定为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2015年11月17
日，全面创新改革被四川省委列为引领

“十三五”发展的“一号工程”，军民融合
企业在四川的发展迎来了春天。据双流
科经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四川推进十大
军民融合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双流就
有3个基地，中国电科（成都）网络信息
安全产业园是其中之一。

在双流全面创新改革的试验田
里，一个个军民融合项目正像中国电
科（成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园一样，
一步步由蓝图变为现实。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图据双流区

今年前4个月 引进31个项目总投资238亿元

双流机场迎来第100条国际（地区）航线 王鸿明 摄

邀省内各地共享
成都抛出“共建成都
自贸试验区”橄榄枝

作为四川自贸试验区的
“主体和核心”，成都将如何
与省内市州区域协同发展？
昨日，四川自贸试验区共建
共 享 交 流 座 谈 会 在 成 都 举
行，成都自贸试验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制度创新合作
共创、功能平台共建共享、要
素市场共建互通、园区联动
互助共建、干部人才交流培
训等方面的合作是深化区域
经济合作的重点。

“成都正对标前两批自贸
试验区的先进做法，梳理归纳
学习借鉴的任务清单，围绕简
政放权、金融创新、对欧开放、
服务贸易等重点领域，成都与
各地共同试验联合攻坚，共享
攻坚成果。”

在座谈会上，成都自贸试
验区相关负责人的表态迎来了
阵阵掌声。成都拟打造的市、区
两级载体平台和功能平台也向
省内各地伸出了共建共享的

“橄榄枝”。
成都自贸试验区内正在打

造多个平台，其中，依托“中国
—欧洲中心”项目打造的中国
西部与欧洲进行贸易、投资和
技术合作的综合性开放合作平
台将让各地可以通过该平台发
展与欧洲方面的双向开放和产
业合作；依托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新世纪国际会展中心等
项目，拓展保税会展功能，建设
的国际会展平台则可以向国际
展示名优特新产品，宣传推介
各地特色产业，助推各地产品
走向国际，同时可通过该平台
举办国际性商务论坛、产业项
目投资合作研讨、文化艺术品
展示交易等，助推各地产业创
新转型升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这次友好签约，也开启了成都
IFS“与世界同时All IN Here——全
球风格 声动成都2017”盛典的序幕。
本次盛典还有一大亮点，长达180米
的Sonic Runway声光艺术大道将在
红星路上演它的全球首秀，并进行3
个月的免费公开展出。

主办方介绍，这套装置由两名美国
艺 术 家 Robert Jensen 和 Warren
Trezevant花费15年时间潜心创作，此

次在红星路的亮相是该装置的正式版
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完整公开展出。

Sonic Runway声光艺术大道是利
用声波与光波传播速度的差异，通过光
线使声音速度形象化呈现的艺术装置。
装置以炫酷彩灯组成，形成一条拱形长
廊，整条拱廊由一个音响系统驱动。声波
穿越时将触发沿着拱廊连锁反应的光波
模块，无论人站在哪里，灯光和声音都将
会同步，让人们能“看见”声音。

YIRANTIAN（郭 一 然 天）、
i-am-Chen（支晨）、WMWM等备受
好评的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携手法
国 新 锐 时 装 品 牌 FAITH CON-
NEXION 举办的时装秀，展现出活
跃的设计新势力。

此外，主办方还将携手《纽约时
报》旗下《T》中国版于 6 月 2 日举办

“全球风格论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摄影 张直

让你“看见”声音 Sonic Runway声光艺术大道上演全球首秀

据了解，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
是法国文化上被称为“左岸”的地方，
这里不仅是汇聚了咖啡馆、书店、画
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同时
拥有众多国际顶级奢侈品大牌和高
端百货公司Le Bon Marche。在这里
追忆伟大先贤们的光芒，在浓厚的文
化底蕴中领略法兰西民族的浪漫，已
经成为所有到访巴黎的人之首选。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从

国际一线品牌门店数与品牌入驻数来
看，成都已是全国第三，品牌数为111个，
门店数为200个。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成都
人最关注的国际一线品牌中前三甲分别
是Chanel、Dior和Gucci，LV成都直营店
的年度销售业绩也一直稳居全国三甲。
早在2015年，成都在建商业体达320万
平方米，在建面积居全球第二，是巴黎
的20倍……数据证明，成都这座城市，
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时尚第三城”。

5月26日，成都IFS与巴黎左岸圣
日耳曼德佩正式签约缔结友好合作
关系。双方为此在红星路种下了友谊
树，举行了“圣日耳曼大道”路牌揭幕
仪式。从这一天开始，成都“红星路三
段”路牌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大道”
路牌会同时呈现一周时间。与此对应
的是，5月24日，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大
道花神咖啡馆前也举行了成都“红星
路三段”路牌揭幕仪式。

红星路三段挂牌“圣日耳曼大道” 在中西部地区率先打开“国际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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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红星路三段也叫“圣日耳曼大道”
红星路成率先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国际友好街区”的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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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也有“国际朋友圈”

5 月 26 日起的一周内，红星
路三段的路牌将同时标示“圣日
耳曼大道”，而从5月24日开始的
一周里，法国巴黎的圣日耳曼大
道也要标示红星路三段。

昨日，成都国际金融中心（成
都IFS）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德佩
区“国际友好街区”签约仪式暨全
球首创 Sonic Runway 声光艺术
大道启幕仪式在锦江区举行。

为庆祝友好关系正式达成，
签约双方及巴黎第六区政府和锦
江区政府代表在红星路栽种友谊
之树，举行“圣日耳曼大道”路牌
揭幕仪式及 Sonic Runway 声光
艺术大道时装表演，成都“红星路
三段”路牌与巴黎左岸“圣日耳曼
大道”路牌历史性地在“国际名店
街”同时呈现。这标志着成都红星
路成为中西部地区首条建立“国
际友好街区”战略关系的商业街。

这些年，随着国际一线品牌
门店数与品牌入驻数不断攀升，
成都已名列全国第三，跃居“时尚
第三城”。此次“国际友好街区”的
缔结，必将进一步提升成都的国
际美誉度，助推成都建设现代化
国际城市。

26日，在成都，“红星路三段”路牌与巴黎左岸“圣日耳
曼大道”路牌同时呈现，吸引了市民观看

26日，在法国，成都“红星路三段”路牌与巴黎左岸“圣日
耳曼大道”路牌同时呈现 成都国际金融中心供图

模特在Sonic Runway 声光
艺术大道上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