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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温江机会”孕育总投资1940亿元

“2018年百裕制药创收11.4亿元，
投资33亿元新建的药物研发和生产
基地，建成运营后预计年主营业务收
入60亿元……”温江区人大代表、成
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百裕
制药）副总裁周春雷告诉记者。不止
于此，百裕制药扎根温江13年，已建
成了中国最大的银杏内酯注射液数
字化生产线。在此之前，百裕制药的
生产厂区规模和产权一度成为其难
以逾越的难题，差点酿成百裕制药无
法持续经营的严重危机。

打造国际健康产业高地、建设西
部创新公园城市。温江在编制四级规
划过程中，包装策划了6大类263个项
目包、总投资1940亿元，为民营企业
创造了更多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这
既是温江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愿景，也
是广大民营企业不可多得的“温江机
会”。为了改善营商环境，温江超前布
局了三医+AI/大数据产业体系，推动
医学研发、医药制造、医疗应用、康养

旅游四大产业链集群发展。聚集了药
明康德等300余家“三医”领军企业和
上下游协作企业，与哈佛大学、上海
交大、浙江大学等20多所海内外知名
高校签订了校地合作协议，与双流、
郫都、彭州等区（市）县建立了产业协
同发展关系，与米易、梓潼等省内地
区建立了区域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温江在提升生态价值中，
重点打造65公里绿道环线经济带，布
局6个百亿级产业组团，吸引了更多的
游客到温江北部旅游消费……”温江
区人大代表、国色天乡乐园负责人张
晓振笑着告诉记者。国色天乡是温江
最大的旅游产业项目，也是温江城市
营销的一张靓丽名片。据统计，10多
年来国色天乡项目总投资超过120亿
元，累计接待游客7000万人次，2017
年国色天乡片区创造税收近9000万。

温江定位：
“守夜人”“清障手”“后勤官”

“温江是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布局
中的医学城所在地，温江区提出的

‘三医融合’规划与药明康德向大健
康领域不断延伸的目标不谋而合。”
2018年5月29日，药明康德集团掌门
人李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药明康
德是中国规模最大、全球排名前十的
小分子医药研发服务企业，在温江投
资100亿元，打造国际领先、国内一流
的生命健康产业园。对成都医学城而
言，具有“落一子而活全局”的重要带

动作用。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

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地区提
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温江
区委主要负责人强调。一座城市礼遇
民营企业家的温度，决定了一座城市
发展的高度。新时期温江支持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工作将扮演好三个角色：

“守夜人”、“清障手”、“后勤官”。温江
区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
到”三到精神，就是扮演“守夜人”的
角色。建立了温江区领导“一对一”联
系企业制度，能够及时解决企业需
求。温江区全面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推行建设项目“4+4+1+X”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审批时限由108个工作日
减少到46个，提速60%。

作为企业的“清障手”，温江还出
台比肩沿海先发地区的产业新政36
条、人才新政30条、科技成果转化政
策25条，强化政策赋能。2019年1号文
件《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
施意见》，将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掷地
有声。另外，温江作为“后勤官”，也是
四川省唯一能将承办NBA等国际顶
级赛事的地方，未来市民在家门口就
能现场欣赏CBA、NBA等顶级赛事。
珠江广场作为温江商业名片，已成为
温江市民日常休闲购物、就餐娱乐的
首选目的到地。温江区提质打造国色
天乡、大学城、光华新城“三大商圈”，
其着眼点就是为了满足企业家和人
才对品质生活的需求。

积极打造“四优”模式

从去年9月起，温江走访调研了
396家民营企业，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371条、意见建议277条。温江区把创
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头号工程”，并
在温江积极打造“四优”模式。

“2019年，百裕制药将通过欧盟
认证进入欧洲市场，其知识产权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周春雷对企业发
展信心十足，来源于温江区积极推行
法治优化模式的结果。1月17日，在温
江区委区政府2019年1号文件对外发
布的同时，成都知识产权审判庭（温
江）巡回法庭在成都医学城三医创新
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此举促进司法
服务前延后伸，营造优质创新创业法
治环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咏梅告诉记者。温江区严把法律政
策界限，营造放心投资安心经营的环
境。有关部门已召集相关民营企业进
行了两次法律培训。强化主动靠前意
识，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法律服务。

到2035年，温江将建成世界知
名、全球下一代“三医+”产业基地，包
括最先进的医学研发团队、最前沿的
医疗应用、医药制造、最健康的康养
旅游。温江区推进国际化优先模式，
着力打造国际健康产业高地、西部创
新公园城市，充分践行公园城市生
态、美学、人文、经济、生活价值理念。

1月18日，温江区永盛镇与中国电
信等能源保障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为民营企业提速迈出了第一步。温
江区效率优先模式，进一步着力打造高
效的便利营商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推行行政审批“一网通办”，落实“证
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争取更多审批
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设立项目促建
中心，企业服务中心和园区“一站式”企
业综合服务平台。推行企业投资项目代
办承诺制等。张晓振说，国色天乡最重要
是安全，温江建立了规范的安全标准化
管理，避免了突击检查影响正常经营。

不仅类似国色天乡1人对接整个
温江政府工作量的变化，而且还有温江
区便利优先模式质的飞跃。“温江区正
在筹备‘三医’基金会，助推成都医学城
企业加快药物研发速度与扩大规模
……”温江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百
裕制药周春雷说：“我们企业正在与温
江有关部门进行对接，准备设立一个基
金，为所有关联企业发展插上翅膀
……”目前，温江区正在积极探索建立
企业、银行、担保公司、政府多方合作的
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协调解决民营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构建区域

“小金融环境”。定期开展“银政企”产融
对接会，为企业融资当好“红娘”搭好
台；设立5000万元直接融资扶持基金和
50亿元以上的产业投资基金群，只要符
合条件，温江区将全力支持。特别是针
对民营企业贷款缺少合格抵押物这一
痛点，温江区设立了4亿元专项资金，解
决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隆重召开；

2018年11月24日，成都市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隆重召开；

2018年12月28日，成都市
温江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
隆重召开；

2019年1月12日，中共成都
市温江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暨
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2019年1月15日-16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
成都市温江区委员会第三次会
议召开；

2019年1月16日-17日，成
都市温江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2019年1月17日，温江区委
区政府对外公布《关于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打造国际健康产业高地建设西部创新公园城市
温江区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四优”模式

看到温江区委区政府
领导班子集体向我们
鞠躬表示谢意，在座
的企业家都很感动。”
“以前我们企业对接

政府工作，5个人还忙不过来，现
在1个人就能轻松完成。不是这个
人有多能干，而是政府效率提高了
……”“这段时间一系列的会议，开
到我们心坎上了。有了真金白银的
100条政策措施，我们企业今后发
展的路更宽了。”

1月17日，温江区委区政府对外
公布了2019年1号文件《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把
创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温江区“头
号工程”。企业代表点赞温江营商环
境优化的成果，并为营商环境建设
积极献策。下一步，温江区将建立
“四优”（法治优先、国际化优先、效
率优先、便利优先）模式，与温江企
业家“像自家人一样交心换心”。推
动温江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提高
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舒适度。

成都金温江 健康花园城 温江区供图

市规划馆里看成都往昔未来

从古巴蜀文明到“三城三都”
特定时代下天府文化的不同表达

成都排名第四
成互联网“新一极”

记者了解到，《报告》由腾
讯企鹅智库、腾讯新闻、腾讯
视频、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极
光大数据、BOSS直聘联合发
布。为丈量不同城市、不同区
域的互联网生态发展水平，以
及挖掘新一线城市互联网黑
马，《报告》在全国城市中根据
行政级别、商业能力、城市人
口数、互联网基础能力等多个
维度，选取了37个城市进行评
选。以用户真实互联网行为习
惯为原点，并结合互联网基础
产业数据，在14个互联网生态
领域，选取38个指标维度进行
综合评估，结合综合排名与细
项指标，解析了各城市互联网
生态发展的优势之处。

《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最
受关注的“新一线城市互联网
生态指数综合排名”。在这个
榜单中，共有37个城市上榜，
其中成都以111.5的互联网生
态指数排名第4，仅次于北京、
上海和深圳，成为中国互联网
的“新一极”。

《报告》专列“成都章节”
详解成都为何第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
成都成为中国互联网的“新一
极”，《报告》特别用第三部分
进行了详解。

“互联网生态指数”由“互
联网+泛娱乐”、“互联网+生活
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

“互联网+基础产业”4个评价
板块组成。《报告》总结，在四
个互联网评价板块的排名上，
成都在“互联网+金融服务”上
稍有落后，其余板块表现较
好。在各板块的详解中，《报
告》分析了各细项指标。

其中“互联网+生活服
务”是城市互联网生态指数中
权重最高的一个评分板块，成
都在这个板块中排名第四。《报
告》分析，成都在互联网出行、
政务民生的领域表现比较出
众。互联网出行方面，成都在网
约车、共享单车等互联网出行
方式的覆盖率以及对出行便利
性提升的表现非常突出；在互
联网民生领域，互联网医疗服
务、互联网政务办理的优秀表
现也为成都加分不少。

而在“互联网+基础产业”
板块，成都也表现优异。《报告》
分析，近几年大批优秀互联网
公司以及创业公司纷纷落地成
都，互联网就业人数以及注册
企业均有迅速增长。同时结合
物流、网速、高校资源、政策等
基础优势，成都具有互联网产
业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基础。

此外，在“互联网+泛娱
乐”板块里，成都在短视频、资
讯、游戏上的表现优于深圳。

这个“成都章节”的最后部
分总结，基础建设和产业落地
的突破都为成都互联网注入很
大活力，“休闲之都”正在积极
转变为互联网“创业之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尹沁彤 杨程

每个成都人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不同年代的特定回忆

24日上午九点半，成都市规划馆刚
刚开馆半小时，馆内就已涌入了不少参
观者。

“这是西御河街，以前一整条街都
是卖衣服布料的，最出名的铺子是这个
位置的‘三多里’。”李小亮站在成都市
规划馆二楼“光影成都”照片墙前，向记
者聊起了他记忆中的成都。40岁的李小
亮是成都本地人，这是他第二次来成都
市规划馆，他介绍的，是一张摄于上世纪
80年代的成都人民南路照片。

李小亮曾在宽窄巷子旁、陕西街、盐
道街上中小学，对人民南路一带有着特
殊的感情，“格局没变，但老房子都不在
了。这些老照片很珍贵，我这次过来找找
以前成都的记忆。”他说。

70岁的成都本地人魏大爷则更偏爱
照片墙上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照片。

“以前的成都市博物馆喜欢展出古诗古
籍，门票也才几角几分。”魏大爷所说的成
都市博物馆，如今已变成时尚摩登的太古
里。成都市规划馆用百余幅照片组成

“光影成都”照片墙，将上世纪50年代前
的成都与当下的成都串联在一起，黑白
胶卷到彩色数码，摄影方式的变化也彰
显出成都几代人的记忆色彩变化。

天府文化最美的地方
或许就在于神秘

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的出现，成
了成都这座城市的文化滥觞。公元前311
年，张仪与张若仿咸阳城制筑成都城，至
此成都2300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迁。

漫步成都市规划馆二楼“城市历史
厅”，从城址迁徙、九天开出一成都历史
影院、溯源古蜀、水润天府、名都会、文
宗在蜀、再到成都响应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提出的“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成
都市规划馆以历史为脉络，展示了成都
千年城市文明和今人传承巴蜀文明、发
展天府文化的高超智慧。

“成都建城发展2300多年，至今仍
保持着‘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古城格
局，这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罕见的。”朱
晓龙指着规划馆内“城址迁徙及建城
史”对记者说。

55岁的朱晓龙是乐山人，在成都生
活了16年，此前刚从某国营企业退休，
这是他第一次来规划馆。在他看来，傍
水而生的成都衍生出的天府文化有其
独特的魅力，“就像余秋雨说的，三星堆
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作大概的年代
推断，但如果全弄明白了就没有探讨的
余地了。咱们天府文化最美的部分，或
许就在于它的神秘。”朱晓龙笑着说。

三城三都：
天府文化的新时代表达

回溯历史，成都自古以来就显现出
创新创意的特质，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的出现，中国最早的地方公学
——文翁石室的设立，火井的出现让成
都成了见于史籍记载最早认识和利用
天然气的地区等。

当下，成都提出“三城三都”建设方
案，将打造世界文创名城、旅游名城、赛事
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
都。从武侯祠到杜甫草堂，从都江堰到青
城山，从天府奥体城到双遗马拉松，从川
剧火锅到音乐坊，成都市规划馆将“三城
三都”精髓生动展示在了二楼两面墙上。

“来规划馆就相当于把整个成都历
史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我们关心的成都
未来发展也能在这里找到答案。”53岁
的吕女士于1978年来到成都，在她看
来，没有哪一个城市的风土人情让她觉
得比成都更舒适自在。

“成都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地方，摩
登又怀旧。”24岁的刘伟超是建筑学专
业的甘肃大学生，他将成都作为毕业旅
行第一站。在他看来，成都是一个适合
慢慢走的城市，逛规划馆更能让人直观
感受到成都新旧交融产生的奇妙变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中国互联网城市排名公布

37个城市上榜
成都跻身前四

从约4500年前成都平
原诞生的“宝墩文化”到建设
“三城三都”规划提出，从民
间马帮的山间五尺通道到横
穿欧亚大陆的南方丝绸之
路，从1954年提出的建立“省
会、精密仪器、机器制造及轻
工业”的城市定位，到2011年
提出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的总体规划，成都一
直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
特定历史阶段对天府文化作
出不同的时代表达。

改造升级后的成都市规
划馆，用图片、影像、模型等
载体，将成都4500年文明史
和2300余年建城史装进了
二楼展馆中。这里是一个时
空隧道，你可以从中看到成
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市民参观成都市规划馆

市民参观成都规划馆的天府绿道 摄影 张士博

在过去这些年里，“北上广深”成为了中国城市经济和
互联网发展的标志。而随着互联网消费普及全国，中国的
互联网产业格局，也在向更广泛的地域布局扩展，新一线城
市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在更大的范围里，又有多少城市，
可以成为中国互联网生态“新一线”？

昨日出炉的《寻找中国互联网的“第五极”新一线城市
互联网生态指数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中，成都
以111.5的互联网生态指数分值跻身第4名，排在北京、上
海、深圳之后，成为全国城市互联网发展的新领头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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