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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
到，该局结合“互联网+”，协调全市各区
（市）县房产行政主管部门，通过统一数据
格式等方式，打破多年来因房屋产权属地
化管理带来的信息壁垒，从即日起，在该
局即可查询到全市22个区（市）县范围的
房产信息。

今后市民可以直接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房产政务分中心房产信息查询窗口查
询并打印自己在大成都范围内全部的房
屋信息记录，不用再分别到各个区（市）县
的房管局查询了。下一步，市房管局将进
一步打破信息壁垒、消除信息孤岛、激活
数据价值，将房产信息全域查询功能由服
务窗口拓展到自助查询设备，并对各区
（市）县政务服务中心进行设备投放，届时
市民可在各地区的政务服务中心自助查
询房产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7月2日，成都国家中心城市
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就加快构建
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
现代产业体系作出部署，根据“东
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城市
发展导向和区域功能定位，先进
制造业被置于加快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首位，这也传导到了成都商
报“寻找成都产业担当，重塑产业
经济地理”活动中，成都医学城、
郫都中国川菜产业园、金堂淮州
新城智能制造产业园被踊跃推
荐。今日，推荐继续，先进制造业、
高新技术服务业、现代金融服务
业、文化创意产业、开放型经济、
现代物流业，优秀产业集群、产业
园区和企业，等你推荐。

成都医学城
2020年实现全口径产业规模750亿

成都医学城（科技园）管委会
副主任胡术明表示，成都医学城肯
定有实力成为“成都产业担当”。

园区内，以四川百利药业为
例，该公司利用成都医学城“三医
融合”聚集优势，加强新药研发的
投入，拓展公司健康事业产业链，
保持30%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到
2020年年销售规模超过30亿元。6
月30日，药明康德生命健康产业
园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成都医学
城。据介绍，药明康德是全球领先
的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器械

研发服务平台公司，是亚洲最大
的CRO（合同研发组织）企业，是
国内医药行业拥有科研人员数量
最多的企业，其中70%为硕博学
历，资深海归科学家超过500人。

下一步，温江区将加快建设
千亿级产业园区，重点发展生物
制药、创新化学药、中医药、医疗
器械、医疗、第三方专业服务、新
型医疗健康服务、精准医疗、移动
医疗八大产业领域。力争到2018
年，成都医学城产业规模占比达
到全市25%以上，跻身国内生物医
学类产业基地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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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菜产业园领衔
郫都川菜食品饮料产业瞄准千亿

郫都中国川菜产业园管委会
副主任叶君推荐川菜产业园。中
国川菜产业园是全国唯一以地方
菜系命名的产业化园区，规划面
积5.1平方公里，主要发展以“郫县
豆瓣”为核心的特色食品产业。目
前园区已建成2.45平方公里，引进
聚集产业项目86个，建成投产企
业77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8家，
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30家，形
成了郫县豆瓣、复合调味品、休闲
食品、保健食品等四大产业体系，

辐射带动周边建成20万余亩现代
农业配套基地。

对于产业园，叶君如数家珍：
产业园内中国驰名商标5件，省著
名商标4件，市著名商标9件，四川
省名牌产品13个。在2016年中国
品牌价值评价发布会上，“郫县豆
瓣”以65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加
工食品类地理标志产品全国第
一。郫都区借势将郫县豆瓣为核
心的川菜食品饮料产业作为全区
的支柱产业，计划在“十三五”期
间实现千亿食品产业集群发展。

金堂力争10年崛起
形成3大主导产业集群

为抢抓“东进”重大战略部
署，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规划，
金堂将建设淮州新城先进制造业
基地，力争通过4年攻坚、5年培
育、10年崛起，建设一个国家级产
业开发区，形成节能环保、智能制
造装备、通用航空3大主导产业集
群，打造一座万亿级产业新城。金
堂县广播电视台记者曾继文重点
推荐淮州新城智能制造产业园，
依托这个产业园，金堂将打造成
都国际通用航空港和淮州新城物
流港，协同科研院所设立节能环
保、通用航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研究院，促进淮州新城生产性服
务业快速发展，加速形成功能配
套齐全的现代产业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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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出台“新经济政策十条”

新经济企业最高给百万启动资金

1、 拨 打 热 线
86613333-1

2、下载成都商报客
户端，在相关报道后留言

3、关注“028报道”微
信公众号，在相关报道后
留言

“028报道”微信公众
号作为“寻找成都产业担
当”活动的唯一投票平
台，将在推荐结束后接受
公众投票，并结合专家、
行业人士意见，评选出
“成都产业担当”，并给出
评选理由。

今日，推荐继续：

成 都 产 业 担 当

产 业 经 济 地 理

成都产业担当继续推荐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受热捧

7月2日，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布局
支持新经济发展。会议明确，要支持培育分享经济、数字经
济、生物经济、绿色经济、智造经济、创意经济，为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营造“独角兽”企业
发展生态圈。

《政策》还明确，高新区支持
以新业态为特征的跨界经济、融
合经济等发展。支持传统企业利
用互联网改造为“互联网+”企
业，对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
企业，高新区将按照销售收入的
5%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贴。

对开展区块链、移动支付、
智能投顾等业务的金融科技企
业，按照研发费用的10%给予最
高500万元补贴。

对实现产品销售或服务收
入的精准医疗企业，按照销售或
服务收入的5%给予最高500万
元补贴，对采购区内精准医疗产
品或服务总金额一次性达到500

万元以上的成都高新区医疗机
构，按照采购金额的5%给予最
高500万元补贴。

为支持以新价值为导向的
IP经济、结算经济等发展，高新
区还将对以研发、创作IP为核
心业务的技术研发型企业、文
化创意类企业，分别按照IP收
入的10%、5%给予最高500万
元、1000万元补贴。对受让IP技
术转移的企业，按照技术转化
合同总额的10%给予最高500万
元补贴。按照资金结算总额的
5%给予各类结算中心最高1000
万元补贴。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政策》明确，支持各类社会
主体创办新经济企业。

对新设立的新经济企业，给
予100万元以内一次性创业启动
资金、300平方米以内最高50元/
平方米·月的3年房租补贴或免
费提供3年100平方米以内的众
创空间工位。为新经济企业无房
员工免费提供3年100平方米以
内的创业公寓。

《政策》还明确，支持高端
人才和机构创建新型组织。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中 国 科 学 院
（工程院）院士以及相同层次
的国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知名高
校院所、国际知名研发机构等
在成都高新区建设新型产业
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
开放实验室等新型组织，以启
动资金、房租补贴、贴息贷款、
股权投资、人才激励等形式给
予新型组织最高1亿元支持。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
高新区获悉，为打造新经济创新
生态和产业生态，该区正式出台
中西部首个促进新经济发展政
策——《成都高新区关于发展新
经济培育新动能的若干政策》
（以下简称《政策》）。

《政策》共含十条，其中明确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创办新经济
企业。对新设立的新经济企业给
予100万元以内一次性创业启动
资金。为新经济企业无房员工免
费提供3年100平方米以内的创
业公寓。

支持新经济企业
为无房员工免费提供3年创业公寓

对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传
感控制、增材制造、云计算、物联
网、大数据、机器人、无人机等新
技术企业，高新区将按照投资额
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补贴；
对上一年度研发投入在100万元
以上的，按20%给予最高200万
元补贴，对于重大攻关项目给予
最高1000万元；对通过国内、省
内首台（套）产品认定的给予100

万元、50万元补贴；对年销售收
入首次突破500万元的，给予50
万元一次性补贴，每增加200万
元再给予10万元补贴，依次递增
后最高300万元。

对建设数字化工厂且投资
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智能制造
企业，按照投资额的10%给予最
高1亿元补贴。

支持新技术发展
智能制造企业最高可享1亿元补贴

支持融合经济
区块链开发将获最高500万元补贴

打破圈层结构 房管局先发大招

22区（市）县范围
房屋信息

即日起全域可查

制图 李开红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袁勇

紧接01版 以连接历史、跨越时空、追逐梦
想、开创未来的博大胸怀，科学把握方向、
谋划长远，努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二要把握好“十字方针”和发展路径。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路径，是调
整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重塑经济地理，具
体讲就是实施“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
优”的“十字方针”。这是城市科学发展的
方法和导向，目的是增强城市空间布局的
整体性、协调性和持久性。“东进”重在推
动成渝相向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开辟
永续发展空间；“南拓”重在打造高新技
术产业集聚区和新经济成长区；“西控”
重在提高产业门槛、提升资源利用方式，
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北改”重在保持城
市特性，形成城市更新示范区、工业发展
转型区；“中优”重在通过“三降两提”保
持历史文化特色，形成高端服务集聚区。
我们要统筹实施“十字方针”，努力推动
城市由单极发展向“双城”时代迈进、由圈
层发展向多中心支撑迈进、由同质化竞争
向错位发展迈进。

三要把握好城市空间优化和经济地
理重塑。要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城市
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着力从增强驱
动力入手，协调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和经
济地理重塑。要提高交通带动力，重点以
轨道交通为引领，带动人口空间集聚和
城镇空间布局调整；要提高资源承载力，
坚持以水定人、以地定城、以能定业、以
气定形，合理布局人口和生产力；要提高
产业承载力，突出资源禀赋，确定产业特
色，统筹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要提高品
质影响力，以新形态、宜居性和发展潜力
引导人口更合理分布；要提高创新创造
力，进一步突出人才的“第一资源”地位，
推动形成以人兴产、产城互动、产城人协
调发展的生动局面。

四要把握好城市风貌和宜居品质。要
在城市总规指导下加强城市设计，坚持
宜居性的价值取向，加强“一山一水风景
道、一路一轨文化线”打造，加快以生态
绿道为网络的城市慢行系统建设，推进
蜀风雅韵与优雅时尚交相辉映，促进田
园化城市风格与网络化中心格局融合发
展，坚持留白增绿与积水润城结合，加强
地下空间利用和柔性生活环境营造，保
持城市核心竞争力，让城市获得市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五要把握好城市雄心和行稳致远。当
前，成都正处于发展动力转换期、超大城
市形成期和多重矛盾凸显期，发展的任务
艰巨、挑战很大，我们既要勇于树立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雄心壮
志，又要清醒认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保持定力、静气和
韧劲，秉持创新精神，持之以恒、行稳致远
地向着预定目标迈进。

范锐平指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
标准、天府特色、高点定位，科学开展战略
研究和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天府
国际机场等重大设施的依托性研究，提升
规划视野和功能定位，提升城市特色显示
度，提升城市品质竞争力，提高核心问题
研究的专业性，加强对体制机制创新的深
度研究，推动“东进”等各片区规划充分融
入整个城市的长期发展战略。希望规划团
队和各位专家学者，集众家所长，深度研
究、高端谋划，为成都这座魅力之城添上

“神来之笔”，以规划之力增强社会信心、
为城市长远发展指明方向。

罗强在主持会议时说，全市上下要深
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
神，特别是范锐平书记讲话精神，做到谋
定而后动、行稳以致远，在切实做好战略
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和“东进”战略规划各项工作。要认真梳
理吸纳各位专家学者的睿智良言，全面融
入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为加快建设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作
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胡元坤、吴凯、谢瑞武、廖仁
松、苟正礼、田蓉、左正、刘守成、刘宏葆、
范毅、刘筱柳、张正红、刘仆、杨林兴出席
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