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揭牌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是省外事侨务办与电子科技大学共同
创办的，面向海外华侨华人来川创新创业落地培训、在川创新创业人士
继续提升管理政策及创业能力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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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西部
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开幕
韩启德讲话 王东明出席 尹力郭军致辞 朱棣文 默顿 豪森 科曼发表演讲

四川日报网消息（记者 张宏平
胡彦殊 袁婧）9 月 12 日上午，由国务
院侨办、四川省委省政府和九三学社
中央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西部海
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在成都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
主席韩启德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委
书记王东明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
省长尹力，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分
别致辞。
本届海科会以“万侨创新·汇智西
部”为主题，为期 6 天，将举办 19 项 44
个分场活动及 9 场项目路演对接，涉
及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防灾减灾、智慧城市等
领域，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
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参会，共商携
手发展大计，
共创美好未来。

全

韩启德在讲话中指出，海科会着
眼服务“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服务西部大开发，
服务海外英才共
享西部机遇、实现自身发展，
搭建起中
国西部与世界人才合作的重要桥梁，
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科技与人才交
流盛会之一。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
兴”
。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
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已经成为广大海
外人才创业发展的理想之地、创新创
造的一方沃土，
“西部机遇”向每一位
致力于施展才华实现个人抱负、服务
中国发展的海外英才敞开怀抱。
韩启德说，
“ 功 以 才 成 ，业 由 才
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
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一切有志于这项
伟大事业的人们都可以大有作为。在

球

埃里克·纳拿

旅

麦琳娜·卢克

西部大开发的历史伟业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广大海外英才
创新创业正当其时、筑梦圆梦适得其
势。衷心希望广大海外人才把自己的
梦想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
中，
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绚
丽篇章。衷心祝愿广大海外人才通过
海科会这个平台，找到属于自己的发
展机遇，
实现人生的远大理想。
尹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
宾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
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他说，四川要加快转型发展，缩小
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离不开侨心
侨力，
离不开海外高端人才的支持，
我
们必须掌握科技创新主导权，才能抢
占未来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希望
更多的华侨华人和海外人才通过“海

游

界

科会”这一平台，全面了解四川，积极
为四川发展建言献策，利用知识、资
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参与到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金融服务、医学科学和
企业经营管理等各领域中来，实现合
作共赢。
我们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放管服”
改革，
积极创造条件，
为
广大华侨华人和海外高端人才来川发
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务环
境和生活环境。
郭军在致辞中说，经过二十多年
的发展，海科会已成为四川乃至西部
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海外科技人才交流
盛会，在海内外的华人华侨群体中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以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今日的四川已经成为华侨华人创
新创业的一片沃土。紧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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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成都

一座现代元素和
历史优雅结合的城市

共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更好造福人类健康

范锐平会见出席第十六届“海科会”的部分
诺奖得主和知名院士专家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会见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阿龙·切哈诺沃等诺奖得主和知
名院士专家，欢迎他们来蓉出席
第十六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
技人才洽谈会，并参加“第四届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
美院士论坛”
。
双方表示，将充分依托成都
生物医药产业的良好发展基础
和广阔市场空间，推动诺奖得主
和院士专家与在蓉高校、科研机
构、企业深度合作，加强关键技
术联合攻关，实现科研成果就地
转化，促进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加
快发展，更好造福人类健康、惠
及更多成都市民。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
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科学交流
协会在中国举办的年度国际医
学 峰 会 ，旨 在 汇 集 各 国 诺 奖 得
主、中外科学院院士、知名大学
教授、学者，搭建世界顶尖人才
学术交流暨产业成果转化平台。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哈拉尔德·楚尔·豪森，诺贝
尔 经 济 学 奖 获 得 者 罗 伯 特·莫
顿，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中国
工程院外籍院士王存玉，中国科
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
士 、第 三 世 界 科 学 院 院 士 刘 新
垣，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
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
席马俊如等参加会见。市领导胡
元坤陪同会见。

成都市与一汽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范锐平罗强会见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会见了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
留平，并共同出席成都市与一汽
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双方表示，
将在已有良好合作
基础上，
推进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促进一汽大众新车型项目尽快开
工建设、尽早达产见效，
扩大一汽
丰田在蓉业务布局，
打造一汽解放
西部基地；
同时，
顺应汽车产业加
快变革的发展大势，
积极在蓉布局
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项
目，打造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
建设面向未来的汽车产业生态

圈，
立足成都辐射泛欧泛亚，
助推
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一汽集
团将按照国家总体战略要求，全
力支持成都汽车产业实现新一
轮转型升级、领先发展，把成都
打造成为“一带一路”西南地区
的战略基地，在整车、发动机及
零部件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实
现新的提升和发展。成都将为一
汽集团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
政务服务，大力支持一汽集团在
蓉事业发展。
市领导苟正礼、范毅，
市长助
理韩春林出席活动。

“侨梦苑”
创新发展暨
国际孵化产业论坛举行
郭军出席并讲话 罗强致辞

昨日，
参加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的嘉宾参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成都是一座现代元素
和历史优雅结合的城
市，让来这里旅游的
游客有特别的体验”
我发现成都人都非常
友好热情，这让我感
觉很轻松，就像回到
家一样”
我觉得成都的绿化水
平非常高，高楼大厦
之间有大片的开放式
公园。成都的道路建
设也让人印象深刻”
原来这就是中式美，
让人感觉到内心非常
平和”
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相关报道见 02 版

昨日，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杜甫草堂等成都的招牌景点，涌入了数十名胸前挂着“UNWTO”
嘉宾证的外国人。他们是来成都参加世界旅游组织大会的马其顿共和国旅游餐饮部部长、马德里
WABIMBI集团负责人、芬兰航空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这些在全球旅游界都堪称大咖的“成都
游客”
，其实是在进行为期一天的技术考察。
让·路易斯 法 国 昂 布 瓦 兹 王 家
城堡纪念馆执行主席

埃里克·纳拿 马德里WABIMBI
集团负责人

麦琳娜·卢克 黑山共和国可持续
发展旅游部内阁负责人

成都人非常友好热情
就像回到家一样

大片的开放式公园
让人印象深刻

中式美让人感觉到
内心非常平和

“我们在来熊猫基地的路途中，看
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环球中心
庞大得让人难以置信。”法国昂布瓦兹
王家城堡纪念馆的执行主席让·路易
斯是第一次来到成都。他认为成都“非
常摩登”。昂布瓦兹王家城堡建于15世
纪，曾汇集过欧洲许多著名艺术家，达
芬奇的墓如今就在城堡的小教堂里。
让·路易斯认为，这些现代建筑并
没有让这座城市显得冰冷而不可接
近。
“ 相反，这几日我发现成都人都非
常友好热情，这让我感觉很轻松，就像
回到家一样。”精美的蜀绣、别致的陶
器都让他读到了成都的历史。
“总的来
说，成都是一座现代元素和历史优雅
结合的城市，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有
特别的体验。
”

“大熊猫既是中国的标志，也是成
都的标志。
在大熊猫的故乡一次性看到
这么多熊猫，
是绝无仅有的体验。
”
西班
牙的埃里克·纳拿是个不折不扣的熊猫
迷。他认为，大熊猫是成都旅游产业得
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以此为城市标志，
到世界各地去做推介会，
“人人都爱大
熊猫，
这会达到很好的推介效果”
。
“我觉得成都的绿化水平非常高，
高楼大厦之间有大片的开放式公园。
成都的道路建设也让人印象深刻。”埃
里克·纳拿所在的WABIMBI集团是一
家建筑企业，利用拓展业务的契机，他
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认为，完善的
基础设施建设能让外来的游客对这座
城市产生极好的第一印象，也能为游
客的旅途提供便利。

“我见过很多欧洲的历史建筑，这
种中式的古建筑美得截然不同。”身材
高挑的麦琳娜·卢克举起手机，总能拍
到构图颇佳的杜甫草堂。这是她第一
次来到中国，成都成为她认识中国的
第一扇窗户。疏密有致的竹林、丰茂参
天的古树、茅屋、亭台、楼榭，一一被麦
琳娜·卢克留在相册里，
“ 原来这就是
中式美，
让人感觉到内心非常平和。”
从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麦琳娜·
卢 克 认 为 成 都 应 当“ 保 存 自 己 的 模
样”。
“ 这些艺术品，是你们独有的。保
存好，展现给游客，这就足够了。”但杜
甫草堂的贴心还是超乎了她的想象，
解说员的双语能力让她的提问都得到
了解答。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勤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海科会”专场活动之一——“侨
梦苑”创新发展暨国际孵化产业
论坛在蓉举行。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副主任郭军出席论坛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致辞。
郭军说，在国家创新发展和
“双创”大局中，华人华侨始终是
我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要
来源，是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的重要外部资源。各级政府侨务
部门作为推动
“万侨创新”
的主体，
要进一步加强与侨胞的联系，
持续
涵养侨务资源，
提供更加精心、精
准、
贴心、
周到的综合服务，
当好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各地
“侨梦苑”
要鼓励通过引进国际知
名孵化器等各种形式，
打通海外高
层次人才回流和国际创新人才资
源引进的通道，努力向升级版的
国际“双创”
示范基地发展。
罗强在致辞中表示，
“ 侨梦
苑”作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推出
的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
创新创业聚集区示范品牌，已成
为高科技侨商企业、高新技术项
目的重要载体和华侨华人创新
创业的热土。成都将全力支持推
动“侨梦苑”发展，充分发挥“以
侨引侨、以侨引外”的联动效应，

努力为更多侨资企业和华侨华人
高层次人才在蓉、来蓉创新创业，
创造更优条件、搭建更好平台、提
供更好服务，持续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加快构建以创新
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热
忱欢迎更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顶
级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团队来蓉
投资发展、创新创业。
论坛上，
郭军、罗强共同为落
户成都的首家“休斯敦技术中心
中国中心”揭牌。本次论坛以“创
新发展与国际对话”
为主题，
吸引
了来自海内外知名孵化器、国外
知名高校、成都“侨梦苑”园区等
专家学者以及成都市相关部门负
责人开展深入交流，共话创新创
业、共商合作发展。
休斯敦技术中心董事会代
表、能源总裁尼克·提尔曼，休斯
敦技术中心中美创新中心总裁范
波，美国休斯敦航天中心董事哈
文·穆尔，
法国国家科学院主任研
究员、中国纳米科学中心首席法
籍科学家王肇中等 50 余位海外
专家学者应邀出席。
市长助理、市
政府秘书长韩春林主持论坛。
论坛开始前，罗强会见了尼
克·提尔曼等海外专家学者一行。

邀请全国人民 过节耍成都
即将到来的国庆佳节，1600
万成都人希望有更多的外地朋友
来成都耍，
“千城游成都”！
不仅仅
是宽窄巷子和熊猫基地，不仅仅
是三大炮和麻婆豆腐，我们准备
了“熊猫护照”
作为吃喝玩乐购的
专属福利凭证，我们选择重庆和
西安作为首批定点城市宣传，在
当地开启“过节耍成都·成都约会
重庆”和“过节耍成都·成都约会
西安”
定点邀请。
身披上千年的雨雪风霜，
古典
之美、
诗中景色都不足以概括成都。
它传统又新潮，作为四川传
统祠堂建筑典型样本的邱家祠堂
建于清代同治年间，1公里之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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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尚达人最喜欢的太古里。
它休闲而国际，人民公园的
盖碗茶还是熟悉的“安逸”滋味，
成都产业发展主阵地高新区里
871家金融机构已经入驻。
它文艺且新鲜，天府广场6层
图书馆藏书达到500万册，熊猫也
忍不住爬上IFS大楼张望人群。
这样的成都，
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看到现代
多元的成都，走进它、认识它、热
爱它。即日起，成都市1600万居民
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函，邀请全
国人民“过节耍成都”
！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更多详细报道见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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