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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兴城 推进“三新简阳”建设

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
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围
绕该目标，简阳在新一轮城
市总体规划中，将简阳发展
的战略定位确定为：成都对
外开放新门户、现代产业新
高地、重要战略新支点。

今年，是简阳正式加入
成都大家庭的第二年，驶入
发展快车道的简阳在产业发
展方面表现突出。为早日建
成现代产业新高地，简阳不
仅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推
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多措
并举，为企业项目发展提供
全方位服务，一路为项目保
驾护航。

产业要做大，项目要做好，更应该
把服务做优，措施做实。落实政策方能
促进发展，为给投资企业创造优良投
资环境，简阳落实成都《改进招商引资
工作的十条措施》，精心制定了支持产
业发展政策清单和系列优惠支持政
策。近年来，简阳陆续制定出台《关于
鼓励高端装备产业加快发展的八条措
施》《关于鼓励航空航天及智能制造产
业加快发展的十条措施》《关于鼓励汽
车产业加快发展的十二条措施》《关于
促进简阳·西部电子商务集聚发展区
产业发展的三条措施》《关于支持创新
创业和发展总部经济政策措施的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营造重
商、亲商、富商、安商的良好投资环境，
积极为企业搭建发展平台。

工业方面，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及智
能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主
导产业。为此，简阳市不断完善空天产
业园等园区路网体系、供排水、治污、能
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城南工业集中发展区3.5
平方公里场平和5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孵化园)建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同
时，还对引进园区的相关企业给予明确
细致支持政策，包含研发创新奖励、基
础设施建设补助、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等

政策。其中，高端人才奖励和创新发展
奖励具有相当吸引力。高端人才奖励方
面，企业引进符合相关产业项目的院士
一名，一次性给予补助1000万元，其中
700万元用于科研支出，300万元用于院
士个人支出；行业领军人才来简阳发
展，授予简阳市“荣誉市民”称号，一次
性奖励住房补贴费100万元。

创新发展奖励方面，凡承担部、省
级以上科技研发项目，成果在简阳转化
的，按照投资项目投产后的增值税地方
留成部分的50%比例，给予投资项目技
术研发补助资金，补助年限为3年。对于
研发总费用超过1亿元的重大科技研

发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对在简阳市
注册的航空航天企业的整机、发动机取
得国家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适航
许可证，在简阳批量生产并下线交付
后，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

围绕“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
态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
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目标，简阳多措
并举为项目保驾护航效果明显。2017
年12月12日，简阳冬季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中国五冶集团副总经理谭兴山
谈到将项目落地简阳的原因时曾说，

“简阳是成都东进战略的主战场，发展
潜力巨大。同时，这里也是交通枢纽，

交通便利，天府国际机场的建设将带
动区域发展。同时，简阳引进的都是一
些高品质、科技含量较高的项目，未来
将形成协同发展的合力。除此外，产业
发展政策也是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
一。”

简阳市委主要领导表示，将以最优
的环境、最好的服务和最大的诚意，尽
心尽力做好产业项目服务工作，加大工
作推进力度，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
早见效，实现地方经济与企业的双赢发
展，加快建设成都“对外开放新门户、现
代产业新高地、重要战略新支点”的步
伐。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龚靖杰

产业是经济的命脉，是城市发展
的重要支撑，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
体现。简阳发展新产业，重在提升产业
层级，承接天府国际空港新城航空物
流、临空商贸等产业，打造东部城市新
区的综合服务基地。

面临天府国际机场加快建设、成
都实施“东进”战略等“千年一变”的重
大历史机遇，简阳深入贯彻落实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全市产业生

态圈建设专题会和新经济发展大会等
重大会议决策部署，主动对接全市产
业发展布局，立足于简阳产业基础条
件，确立了以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及智
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的现代
工业产业体系，以航空物流、临空服务
业、电子商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产
业体系，并以简阳空天产业园和简阳·
西部电子商务集聚发展区为载体，建
设先进制造业生态圈、现代服务业生

态圈。力争到2025年，培育3个千亿产
业集群。

项目是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简
阳市围绕交通、城建、民生社会事业等
十大领域，编制了“十大行动计划”，从
今年起到未来几年时间内，计划实施
重点项目581个，总投资4800亿元。同
时，简阳市深刻把握“两个坚定不移”
重大要求，落实《改进招商引资工作十
条措施》，加大“走出去、引进来”力度，

建立简阳市驻北京、上海、深圳离岸创
新招商中心，努力实现招商引资“三个
转变”，瞄准六大类 500 强企业，对重
点目标企业实行“一企一策”，招大引
强、招高引新、招才引智。2017 年，签
约引进了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文旅产业园、40万辆新能源纯电
动乘用车及4Gwh锂离子动力电池项
目、“一带一路”高通量宽带卫星产业
基地项目等重大产业项目25个，协议

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
随着一批批优质项目的进驻，将

进一步优化简阳市的产业结构，促进
产业提档升级，有力助推简阳建设成
都现代产业新高地。未来，简阳将按照

“龙头引领、配套集聚、产业集群”的思
路，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上中下游产
业，以市场需求、成长能力、综合实力
为导向，积极开展产业链龙头招引，加
快培育形成先进制造业产业生态圈。

发展新产业提升产业层级

多措并举为项目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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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在成都大地上生根

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成都开启千年新变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从白纸画图到高楼矗立，天府新区正式扬起了由规划向华屋广厦、由图纸向通衢大道转变的风帆。过去三年，
“生态之肾”兴隆湖实现了蓄水，呈现出鸥鹭翻飞、湖光山色的动人美景，在市区实现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天府新区在“建成西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化新城和一带一路双向开放
经济高地”的征程中，以骄人的速度加快建设具有“新理念、新体制、新经济、新形态、新生活”五新特质的全面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承载着四川人民、成都人民的希望与梦想，天府新区在发展最具潜力的新兴增长极核、建设全面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示范区的过程中，还会有怎样的目标和宏伟蓝图？

天府
新区

西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
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化新城
一带一路双向开放经济高地

2020年，初步建成鹿溪智谷、天府中心和成都科学城起步区

自今年7月20日成都启动“人
才新政十二条”以来，到现在为止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已经吸引了超过
5万人落户，占到成都市全部学历入
户总人数的一半左右。为什么这么
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天府新区？

我想：首先是因为美好的规划
蓝图吸引了这些青年才俊。

其次，我们着力营造创新创造
的应用场景，并且以生态文明作为
核心规划目标。年轻人坐在兴隆湖
边喝着咖啡工作，这就是一种场景。

第三，努力搭建青年才俊共创
共用的技术平台，为创新创业提供
载体。以科技创新和高技术服务
业、国际会展、总部经济 3 个主导
产业为支撑，以文创旅游、高端商
务、高科技农业3个特色产业为扩
充，形成“3+3”产业体系。2018年将
全面铺开“独角兽岛”建设，2019年
形成产业承载能力，2020年力争培
育独角兽企业2家、瞪羚企业5家。

最后，我们也尽力给予青年才
俊一个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天府
新区，一定是吸引各类人才聚集的
新区，一定是全面建设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
示范区。

功能定位：三中心两基地

自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工作以来，天府新区以区域
性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会展中心、
行政政务服务中心，和区域性总
部基地、高技术服务业基地的“三
中心两基地”功能定位，打造区域
创新发展新引擎。

天府新区计划：到 2020 年，
初步建成鹿溪智谷、天府中心和
成都科学城起步区，天府新区经
济总量突破 2500 亿元，成为“西
部地区最具活力的新型增长极”；
到2035年，基本建成天府新区核
心区，经济总量站上万亿级台阶，
成为内陆开放经济新高地；到
2050年，全面建成天府新区，成为
最具产业活力、最具城市张力、最
具人文魅力的别样精彩的新极
核，成为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
现代化新城。

空间结构：一带双轴三川

在空间结构上，天府新区在
城市发展中强调人和自然的和
谐统一，将城市布局与大自然的
空间格局形成有机的生命共同
体，突出一带：鹿溪智谷创新带；
双轴则为：天府新区城市南拓发
展轴、天府新区城市东进驱动
轴；三川包括：锦江总部生态带、
鹿溪智谷创新活力带、东风渠山
水田园带。

将修建677米熊猫大厦

在产业发展上，天府新区规
划了三大产业功能区和三大特色
产业片区。三大产业功能区包括：
鹿溪智谷科技创新和高技术服务
业功能区、天府中心总部经济功
能区、天府中心国际会展功能区；
三大特色产业片区是：文创旅游
片区、高端商务片区、高科技农业
片区。

“天府中心建成后，当你沿天
府大道以60公里的时速经过，可
以眺望龙泉山 1 分钟零 6 秒的日
出，感受‘日出东方、紫气东来’的
盛景。”在不久前召开的成都市委
十三届二次全会上，市政协副主
席、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书记杨
林兴在汇报分区详细规划及重要
区域城市设计方案中，用这样一
句充满诗情画意的话描绘未来的
天府中心总部经济功能区。根据
规划，677米的熊猫大厦将在天府
中心直耸云霄。

交通：形成“环+放射”线网

作为区域国际性城市开放快
速通道，未来天府新区将构建由
地铁、市域快线、高铁构成的多层
次的轨道交通体系，形成“环+放
射”结构的轨道交通线网。

据介绍，未来天府新区“四横
六纵”的快速路网将与市区19条地
铁线路构织内部成网、外部联通的

城市轨道交通网。而建设中的天府
国际机场，将使成都成为继北京、
上海之后的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
特大城市，届时天府新区作为连接
两个国际机场的核心，将占据国际
航空最佳口岸，走向一带一路，加
强与世界的交流合作，成为西部最
大国际航空枢纽。

打造国际化现代化新城

一直以来，天府新区始终把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最亮
丽的名片，最普惠的民生。

在天府新区在 1578 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60%以上的面积是

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和河流湖泊
用地，城市建设用地不到40%。截
至今年 6 月，天府新区围绕绿色
生态环保工作，累计投入 317 亿
元，建成兴隆湖、锦江生态带、鹿
溪河生态区、天府公园等重点生
态项目。启动25公里鹿溪河生态
廊道和白沙水库建设。已建成50
余公里生态绿道。

“天府新区规划的起点是人，
终点也是人。我们所有工作都将坚
持以人为中心而展开。”杨林兴说。

天府新区在规划中，始终站
在以人为本的角度，将宜居性作
为设计重点。按照居住人口 1 万
～3 万人，服务半径 500 米～600

米的标准，天府新区规划布局了
118 个基本公共服务设施“15 分
钟生活圈”，涵盖文化、体育、医疗
设施等，城区覆盖率达100%。

目前，天府新区已经建成天
府四中、七中、九中，以及10所小
学、24所幼儿园。雪莲堂美术馆、
国际医院、华西天府医院、北航西
部国际创新港、中科院成都科学研
究中心、中科院光电所、8所小学、6
所幼儿园等等，都在建设之中。此
外，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国家农业
科技创新中心、天府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北航研究生院、华西牙科天
府医院等项目也已签约落地。

成都商报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专访专访
市政协副主席、天府新区成都党工
委书记杨林兴：

天府新区给你一个
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

天府新区正在建设成为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化新城

简阳市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