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03

第十六届中国西部海外高科技人才洽谈会开幕

总投资750亿
15个重大产业项目落户简阳

四川广纳天下英才

“一带一路”
高通量宽带卫
星产业基地项目落户简阳，未
来成都市民在简阳就能近距离
体验航天文化！9月12日，以“抢
抓‘东进’机遇 建设‘三新’简
阳”为主题的简阳市投资促进
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成都
举行。
本次活动共签约“一带一

成立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
诺奖得主现场演讲

昨日，第十六届
中国西部海外高科技
人才洽谈会（以下简
称“海科会”
）在成都
开 幕 。以“ 万 侨 创 新
汇智西部”为主题的
本届海科会，将持续6
天，以19项活动、44个
分场活动及9场项目
路演对接，给四川带
来一场最强“头脑风
暴”。6名诺贝尔奖获
得者、13名海外院士、
16名国内院士、4名境
外知名大学校长、33
个国家和地区600多
名海内外专家及教
授、高新科技企业负
责人、海外高层次人
才、四川省海外引才
顾问、部分海外政界
人士、外国驻蓉渝领
事馆官员……前所未
有的嘉宾阵容，将为
四川发展献智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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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幕式上还举行了颁奖
和揭牌仪式，5名为四
川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的外国专
家，荣获2017年度“天
府友谊奖”；
“ 海外华
侨华人创新创业学
院”成立。

物理、
物理
、金融
金融、
、
生物、
生物
、
环保都是主题

朱棣文

默顿

开幕式上举行了天府论坛。围绕物理发展、
经济金融、生物医药、气候环保四大主题，一批诺
奖得主首先发表了演讲，进行了一轮头脑风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默顿，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
学病毒学教授豪森，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论
文主要作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科曼，分别围绕“优秀的人发掘比自己更优秀的
人”、
“金融服务体系创新”、
“减少癌症发病率”、
“清洁能源变革”等主题做演讲。此外，香港大学
校长马斐森还发表教育合作的演讲。
记者从省外事侨务办了解到，今年来蓉的诺
奖得主将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
院士论坛、中美绿色能源高峰论坛等高端峰会，
为四川带来国际最前沿的研究。

引进海外人才
成立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
”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钟茜妮
摄影 张士博
豪森

科曼

开幕式上同时为
“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学院”
（简称
“海创学院”
）揭牌。
海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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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师资主要来自省内
高校，
国内创业界成功人士及海外创新创业型专家
学者。
据介绍，
学院会开展政策、
企业管理和人才培
训，
帮助海外华侨华人了解四川投资、
创业环境。
省外事侨务办相关人员介绍，为引进海外高
层次人才和科技项目，四川接连出台了系列的人
才新政、产业新政。
“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
“蓉漂计划”、
“蓉城人才绿卡”等政策汇聚了
众多高新科技人才，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带
动引领性的项目。
“ 西部机遇向每一位致力于施
展才华、服务中国发展的海外英才敞开怀抱。四
川也必将持续为海外人才来华工作和发展，创造
更加完善的条件和更加优越的环境。”

休斯敦技术中心中美创新中心总裁范波
休斯敦技
术中心中美创新中心总裁范波：
：
5名外国专家
获“天府友谊奖”
昨日的开幕式
上，5名外国专家获得
我省对杰出贡献外籍
专家的最高荣誉奖励
“天府友谊奖”。5名获
奖者分别是申恒涛
（澳大利亚）、母其文
（美 国）、关 国 兴（泰
国）、露西娅·克拉拉·
奥兰迪尼（意大利）、
怀特·科恩霍塞（奥地
利）。申恒涛为电子科
技大学特聘教授，其
开发的图像或视频内
物体位置检测系统曾
获国际标准评测第一
名；母其文为川北医
学院特聘教授，为四
川医学影像诊断和脑
功能康复与开发的研
究做出重要贡献；关
国兴为成都大学特聘
专 家 ；露 西 娅·克 拉
拉·奥兰迪尼为四川
省肿瘤医院特聘专
家；怀特·科恩霍塞是
绵阳新晨动力机械有
限公司特聘专家。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将
“中国中心”打造成国外创新企业
落户成都的首选基地
今年5月，在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
会上，休斯敦技术中心与成都高新区合作
签约，签约现场，休斯敦市副市长宣布，休
斯敦技术中心将在成都落户。昨日，休斯
敦技术中心“中国中心”在成都正式揭牌。
作为休斯敦技术中心中美创新中心
的总裁，范波表示，这是休斯敦技术中心
在中国合作直接设立的首个孵化器、加速
器，他有信心将落地成都的“中国中心”打
造成国外创新企业落户成都的首选基地。
范波表示，将充分发挥休斯敦技术中
心的创新资源和影响力，与国内外顶级创

新资源联手。
“ 我们将建立国际化创业导
师、创新投资基金和研究机构网路，将‘中
国中心’打造成国外创新企业落户成都的
首选基地。
”
范波说，
“中国中心”还将以成都为基
地，定期在成都和美国举办各种游学、创
新营、讲座和竞赛等，邀请全球行业领先
专家来蓉讲学，与入驻企业互动，带动国
际创新企业在成都落户；同时帮助成都企
业走进国际市场，
直接参与国际竞争。
此外，将以休斯敦技术中心、德州大
学奥斯汀分校IC2创新学院为基础，在成

绿色能源高峰论坛中美热议：
绿色能源高峰论坛中美热议
：

煤炭会是下一种清洁能源吗？
“煤炭会是下一种清洁能源吗？”这个
挑战人们常识的问题，在2017中美绿色能
源高峰论坛领袖对话主题论坛上，引起了
中美专家的热议。昨日，5名来自中美两国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负责人齐聚一堂，
共议中美在清洁能源发展上的机遇和挑
战。其中，煤炭将借助技术发展转化为清
洁能源，
成为重要议题。
“清洁能源不能看出身，要综合考虑

它的排放、生产、使用环境等因素。”对话
开始，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谢
和平语出惊人。这点也得到了美国斯坦福
大学Precourt能源效率中心主任詹姆斯·
斯威尼的赞同，
“ 比如说太阳能好像很清
洁、很绿色，但在使用之前不得不用光伏、
光电才能把它转化成能源，而光伏产能又
会影响环境。所以太阳能就是清洁能源
吗？”斯威尼认为，清洁能源不能凭出身看

都建立创新学院。昨日，范波代表休斯敦
技术中心“中国中心”，正式与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将在成都
建创新学院。范波告诉记者，创新学院建
立后，除了培育创新创业人才，还将进行
创新团队、项目的培育与孵化等。
昨日是落户首日，但“中国中心”已经
正式迎来了两个项目的入驻。其中之一是
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签约将建创新学
院。另一个，是来自加拿大的姜忠晗博士
所在团队研发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BMS的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
范波称，建立“中国中心”，除了将项
目带进成都，还要将人才带进成都。而姜
忠晗博士的团队和项目，正是来自休斯敦
技术中心。姜忠晗还带着项目参加了前日
在蓉举办的“海科杯”全球华侨华人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
并夺得一等奖。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它是化石能源还是新能源，而是根据它的
排放，以及这个能源生产使用周期的环境
影响和经济性来定义。
谢和平透露，四川大学成立的新能源
与低碳技术研究院，主要进行CCU（碳捕
获与利用）两个变革性技术的研究。
“如果
能低成本碳捕获，高效率利用，未来煤炭
就可以成为洁净能源。
”
除了清洁煤，
整个清洁能源体系都是专
家们看好的市场。
“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时，
我想我们把能源领袖大国的地位拱手让给
了中国和德国，中国要抓住这个机会。”詹
姆斯·斯威尼说。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成都暂停共享单车新增投放
年内计划试点电子围栏和立体停车点

成都已暂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
放。
成都市交委昨日在做客《成都面对
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时透露此消息。
同时，
成都年内将试点建设电子围栏、
立体停车点，
以规范引导单车停放。

暂停投放
维修车辆二次投放也要报告
据交通运输部此前公布的统计
数据，截至2017年7月，全国共享单
车累计投放量超过1600万辆，且绝
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7月10
日，杭州在全国率先宣布暂停共享
单车投放。随后，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福州、郑州、南京、武汉、宁波
等10余个城市，先后宣布暂停共享
单车新增投放。
在成都，共享单车的市场投放

也明显趋于饱和。在一些地铁站口
及写字楼等共享单车使用需求较大
的地方，共享单车企业都在加大投
放数量，抢占位置，明着较劲。
对于共享单车的投放问题，
市交
委运输处相关负责人9月12日在节目
中表示，
8月11日，
市交委已会同城管、
公安交管等部门，
召集目前在成都运
营的7家单车企业进行约谈。
会上明确
告知，
从8月12日开始，
成都共享单车
暂停投放；
甚至企业维修的车辆进行
二次投放，
也要向主管部门报告。

解决停放
试点电子围栏和立体停车点
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应该怎么
解决呢？该负责人表示，首先要设置
足够的停放设施。目前，城区施划了

两批1000多个共享单车停放点位，
马上开始第三批施划。
此外，在重要点位规范停放，还
将试点建电子围栏，
技术方案在审定
之中。
据悉，
电子围栏非常精确，
单车
只能停在框内，否则不能还车；如果
坚持还车，
计费方式就会发生变化。
同时，在使用密集度高、停放区
域比较密集的点位，试点建立体停
车点，也正在研究方案。该负责人介
绍，计划本月底完成选点，年内争取
建成一个示范点位，视使用情况再
进行推广。
而共享单车的监管平台前期工
作也已启动，用户黑名单将共享，只
要被一家单车企业纳入黑名单，其
他任何单车企业都将不支持其注册
和骑行。

编辑 戈萍 美编 张念 校对 陈婕

单车公司：

路”高通量宽带卫星产业基地
项目、德青源（简阳）现代蛋鸡
产业示范项目等15个重大产业
项目，
涉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
务业、现代农业、现代旅游等多
个产业，
投资总额约750亿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龚靖杰

武侯区举办融资租赁投资合作
交流会揽金超150亿
9月12日，
成都·武侯融资租
赁投资合作交流会暨
“中国西部
金融中心30人论坛”
启动仪式在
成都市武侯区举行，众多企业
家、金融专家汇聚一堂，
共话融
资租赁等金融产业发展新机遇。
会上，
“中国西部金融中心
30人论坛”正式启动，论坛正式
成员由中国财经界30名左右精
锐组成。武侯区特别聘请5位知
名金融专家，围绕金融产业发
展建立高端智库。
同时，
武侯区
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租赁

业工作委员会以及北京、天津、
上海、浙江、安徽租赁业协会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武
侯区将与各融资租赁行业组织
建立联系机制，
在招商引资、人
才培养、环境营造等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此外，围绕文化创
意、大健康、金融电子商务等主
导产业发展，武侯区还分别与
深圳德禾隆、宁波轩悦行、重庆
银海等6家租赁企业签约合作，
投资总额超过150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绿色融创智谷”落户成华区
并成立创投基金
汇聚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等中美顶级专家的2017中美绿
色能源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之
际，与会部分中外机构同成都
市成华区达成合作协议。9月12
日，在中美绿色智慧产业合作
成华项目签约仪式上，美中绿
色能源促进会、上海沛坤、成华
区政府共同宣布，将多方携手
合作，在成华区新北天地商贸
旅游发展区共建集产、城、人、
文 四 位 一 体 的“ 绿 色 融 创 智
谷”，通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
提供产业平台，以中科院下属

沛坤（上海）投资有限公司牵
头，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团队
携数十个绿色和信息产业优质
项目及50亿人民币规模的投资
基金集群落户成华，推动成华
优质项目落地和相关产业快速
发展。目前，国投、川发展、成都
工投、成华国投、工商银行、成
都蓝翎、上海沛坤等出资方已
协定在成华区内成立规模不少
于2.5亿元的创投基金，扶持成
华区内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清洁
能源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成都设立首个特定产业工作站

德国专家成
成都环保
“新力量”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科学
德国拉尔（LAR）股份公司首席
技术年会上获悉，
中国科协（成
总裁代理。
下一步，
节能环保产
都）海外人才离岸基地节能环
业工作站还将引入装备专家。
保产业工作站（简称“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产业工作站落地
产业工作站”
）获正式授牌，落
成都市金堂县，工作站的建立
地于成都市金堂县，这是成都
将为谁带来好处？金堂县科协
首个针对特定产业的工作站。
副主席杨建福透露，
市级、县级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在工作站建设后，将为参与者
者，
建立节能环保产业工作站， 提供各项创新政策，最高将奖
将推动企业聚集海外高层次人
励100万元。
才，
促进成都产业发展。
就在授
下一步，成都市还将继续
牌当日，
德国专家耿文刚博士作
推动产业工作站的建立。市科
为外国专家，
加入了刚在金堂注
协负责人透露，成都市目前正
册成立的成都大智造环保节能
筹备在温江区建立中国科协
服务有限公司。
这是节能环保产 （成都）海外人才离岸基地生物
业工作站建立后引进的首位外
医药工作站。
据悉，
该工作站有
国专家。
记者了解到，
耿文刚是
望在今年年底前被授牌。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评委，
同时是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全球两大轨道交通领军企业
在新都布局区域中心
未来，成都轨道交通远景
线路网规划总长2450公里，共
46条线路。瞄准成都轨道交通
发展美好前景和巨大市场，9月
12日，国通克诺尔、丹纳公司、
广州国通公司与新都区签订了
投资协议，布局其面向西南的
区域中心。
克诺尔、丹纳均为国
际轨道交通行业的领军企业，
此次落地将加速新都轨道交通
全产业链的形成，为成都打造
“世界轨道交通之都”
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
据了解，此次签约包括两
个项目：
“国通克诺尔城轨和城
际铁路的制动系统、车门系统、

暖通空调系统及列控系统的产
业化及维修售后服务中心项
目”，以及“丹纳车钩系统产业
化、维护及维修售后服务中心
项目”
。克诺尔集团是全球领先
制造商，10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轨道车辆行业制动、门和空调
系统的生产。而丹纳车钩有限
公司是一家在铁路设备制造业
中拥有超过75年历史的瑞典公
司，
总部位于瑞典法伦，
主要生
产车钩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
务，是全球列车连接系统供应
商的领军者和铁路配件行业不
可或缺的一员。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成都地铁1号线三期全线轨通
明年坐地铁去西博城看展

单车数量已趋于供需平衡
共享单车发展进入
“新赛道”
对此，摩拜单车成都地区负责人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摩拜目前在成都市已停止投放。
根据摩拜单车后台大数据显示，成都核心区
域的共享单车数量基本趋于供需平衡，共享
单车发展进入“新赛道”，即科技运维。摩拜单
车的网格化运营团队，综合运用车联网、云计
算和人工智能技术，7×24小时高效调度车
辆、平衡供需，及时处置乱停乱放、车辆淤积
等情况；并设立数百个摩拜智能停车点，引导
文明用车、有序停车。
1步单车方面也表示，全力支持并严格执
行暂停投放的要求。
接下来会更加积极地做好
运维服务和单车秩序管理，通过多项科技手
段，
更好地管理共享单车。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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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
都轨道交通集团建设分公司获
悉，连通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
“双中心”的地铁1号线三期实
现了全线轨通，预计明年该条
线路就将开通试运营。
由北段、
南端及支线段组成
的1号线三期，
是成都地铁1号线
这条南北主线的双向延伸——
从升仙湖站向北延一站至韦家
碾站，
从四河站向南延伸至天府
新区的科学城站，
支线段由广都
站外延至五根松站。
昨日，
北段

兑现工期节点实现的长轨通，
标
志着1号线三期工程全线长轨贯
通。
“长轨通”，
即指地铁轨排已
经全部完成了铺设和焊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1号
线三期将于明年上半年开通试
运营，和1号线一期、南延线工
程 共 同 串 联 起 成 都 市 的“ 双
核”
——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
届时，成都市民不论是去西部
博览城看展，还是去兴隆湖骑
车，
都可以地铁出行！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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