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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锅盔女王的烙饼飘香；巷子
里，美术馆又上新了一个展览；街转角，咖
啡店里竟藏着拉花世界冠军……如果把
朝夕相处的城市当作旅行目的地，你会用
哪种独特的方式打开它？以家为半径，最
近一个好吃好逛的去处究竟在哪？

为了深挖社区旅游新资源，开辟社区
消费新场景，探索社区经济新模式，成都
市委社治委特别推出一款社区旅游小程
序—“天府社区游”，旨在为广大市民提供
全方位、个性化的天府社区赏玩攻略。

六大主题 解锁多元生活

旅行，就是融入当地生活。成都有
3000多个村（社区），包含着丰富多元的生
活方式：或许是品尝地道不声张的街头美
食，或许是漫步开敞透气的公园绿道，或
许是置身时尚潮流的繁华商业街，又或许
是徜徉文艺浪漫的文创园区……“天府
社区游”小程序现已汇集“巴适”“撑展”

“灵光”“洋盘”“安逸”“透气”6大类主题
125个精品社区旅游指南。用户进入小程
序后，只需前往社区专题页面，即可解锁
形态各异的成都生活美学。

值得一提的是，初次登录小程序的用
户，还可通过勾选“兴趣爱好”标签，解锁个
性化的社区玩法，真正做到千人千面、智游
成都。“天府社区游”还根据人群特点、游览
时长、主题的不同，特别推出了社区私定游
线功能。用户既可化身旅行定制师，精心自
创社区漫游路线，也可对其他用户上传的

“社区游线”进行一键分享与收藏。
“天府社区游”目前已收集了100余条

社区游线，游览时长从半天游、周末游，到
四天游、五天游不等，无论是举家出游，还
是探索小众目的地，总能找到一条符合自
己兴趣标签的天府社区漫游路线。

像成都人那样生活

“天府社区游”

上线啦

据新华社电 反食品浪
费法草案二审稿26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其中增加规
定，要求公务活动用餐“节俭
安排”。

此前，反食品浪费法草
案一审稿规定，公务活动用
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有

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
当进一步加强公务活动用餐
管理，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部
门、地方提出，“标准化饮食”
的表述不明确。

对此，草案二审稿作出
进一步明确，机关、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等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细化完善公务接待、
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用餐
规范，加强管理，带头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

公务活动需要安排用餐
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节俭
安排用餐数量、形式，不得超
过规定的标准。

相关报道见05版

我国立法拟要求公务活动用餐“节俭安排”

成都近年来积极举办的新经
济“双千”系列发布会，已成为了

“场景营城”理念在全市产业功能
区落地的品牌，在政府、企业和市
场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释放出
重大城市发展机遇。

昨日（26日）举行的2021成都
新经济“双千”发布会提升产业功
能区创新基础能力专场活动上，场
景机遇尽显——现场，5个项目进
行了集中签约，其中既有企业间的
合作共享，同时，成都中医药大学
天府中医药创新港、成都工业设计
研究院等项目落地，也将为成都带
来更多场景。

产业功能区的机遇

现场，武侯区华西大健康产业
功能区管委会和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院签约，将在武侯区华西大健
康产业功能区落地共建公共服务
众创空间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了解到，
该项目将促进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政府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
全面合作， 下转02版

成都一季度GDP
较2019年同期增长

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要素
看，独角兽工场

昨日发布的《成都市提升产业功
能区创新基础能力新场景新产品清
单》中，条条都是成都的发展机遇。
400多个新场景新产品共同组成了产
业功能区科研动力勃发、创新势能澎
湃的未来图景。通过场景汇，成都面
向全球释放产业功能区预计投资金
额约1983.63亿元的产业机会。

比如，在创新研发平台场景，清
单中提到了“食用菌智慧科创研产中
心”——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总投资
4500万元，主要建设产研院、菌种厂、
精深加工车间和灭菌、预冷接种车间
等，将积极引进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都市农业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

等科研院校，开展科技攻关合作。
此外，成都还在科研院所场景

推出了“独角兽工场”，据介绍，该功
能区重点支持化合物半导体为主的
电子新材料和电池为主的新能源产
业发展，以搭建国际合作平台的方
式，链接全球科技创新要素，面向国
内外知名创新团队及创新实验室，
提供4万㎡的开放式“独角兽”孵化
加速平台，预计该创新载体全部投
入运营后将实现年产值200亿元。

在新产品领域，成都机遇也同
样精彩。比如，清单里的“5G视频拍
摄基地”，就将精准应对短视频、带
货直播等新媒体整合营销的爆发性
刚需，兼顾影视、AR\MR、巨幕、全
息等超高清交互视频的创意、设计、
拍摄、实时合成、后期制作及融媒体

全网在线实时交互等综合需求。目
前，该基地已在成都建立沉浸式
AR-5G视频产业基地。

15个产业生态圈
15个特色展位

在精彩的路演环节，来自成都科
技创新领域的新场景新产品一一亮
相。新场景包括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的能源半导体可靠性检测与分
析创新平台等。该平台为半导体芯片
全产业链提供可靠性测试及失效分析
服务，特别是半导体ESD（HBM）及第
三代半导体定制化测试分析服务。

此外，来自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的新产品，集中展示了如何构建线
上加线下的全链条、多要素协作网
络，实现技术转移、投融资、创业孵化、
知识产权等服务机构的协同互动。据
介绍，该中心后期将重点加强与瑞
士、俄罗斯、新加坡、瑞典等国的技术
引进合作，广泛打通国外先进技术在
国内落地的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特地
围绕成都15个产业生态圈，在现场打
造出15个特色鲜明的主题展位，邀请
了各产业生态圈内科创行业的代表
企业搭建起体验场景，充分展示了可
感知的新场景和新产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生 李佳宁 摄影报道

4月26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 市 统 计 局 了 解 到 ，
2021年一季度成都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4552.84
亿元，同比增长17.3%，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3.8%，两年平均增长
6.7%。经济运行开局良
好，总体呈现持续恢复、
活力增强、稳定向好的
发展态势。

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增加值94.91亿元，同
比增长10.3%，两年平均
增长4.0%；第二产业增
加值1330.03亿元，同比
增长16.9%，两年平均增
长6.2%；第三产业增加
值3127.90亿元，同比增
长17.7%，两年平均增长
7.0%。三次产业结构为
2.1∶29.2∶68.7。

5个项目签约
成都工业设计
研究院落地

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独角兽工场来了 5G视频拍摄基地来了……

发布400多个新场景新产品
释放近2000亿产业机会

如何在城市里寻找
机遇？昨日举行的2021
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
会提升产业功能区创新
基础能力专场活动上，
现场发布了《成都市提
升产业功能区创新基础
能力新场景新产品清
单》，涵盖了400多个新
场景新产品。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创新引擎 智启天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注意到，通过新经济

“双千”发布会和“场景
汇”平台，成都线上线下
同步发布了全市66个产
业功能区内承载国家重
大实验室、重大科研项
目的科创空间，加速器、
工程师共享平台、硬核
科技“二次开发”实验室
等建设中的场景需求；
产业功能区内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技术供给产品和技术转
移、数据服务等科技转
化服务。

活
力
机
遇

用户打卡 点燃消费潜力

除了提供精品社区介绍，“天府社区
游”还特别设计了打卡互动页面。用户如
果在大成都范围内发现了好逛、好玩、好
吃、好耍的去处，就可以在小程序上传发
布带定位功能的打卡照片，将社区里的
宝藏点位源源不断地推介给“身边人”。
通过打卡—收藏—点赞，越来越多“深
藏”成都社区的宝藏点位将被发现、被知
晓、被游览。

未来，通过汇总用户打卡的图文数
据，“天府社区游”还将在各个时令节点策
划社区旅游话题，呈现城市文化底蕴，点
燃社区消费潜力，展示成都社区风采，带
动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深度了解成都文
化，融入成都生活。

据了解，“天府社区游”小程序既是成
都市委社治委遵循城市文化发展机理，着
眼提升社区景观，挖掘旅游资源，营造消
费场景，推动“社区变景区”的一次创新探
索，也是市委社治委为市民和游客朋友们
献上的节日礼物，蕴含着对人民幸福美好
生活向往的关切回应。成都市委社治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该小程序能充分展示
成都社区厚重悠久的人文内涵、时尚潮流
的社区美学、市井烟火的生活百态，市委
社治委将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城市建设和
社区发展，营造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
幸福美好公园社区场景，让社区环境更富
有烟火气、蜀都味、国际范，不断提升社区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成都
社区”成为一个品牌，让“像成都人那样生
活”成为一种潮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7户工业龙头企业增长超1倍

坚持以高能级产业生态圈建设
为牵引，以产业功能区高质量发展
为支撑，以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
链现代化为主攻方向，通过经济组
织方式创新集聚经济发展动力，促
进产业发展扩量提质。

深入实施工业稳链补链强链行
动，充分保障春节加班企业生产需
求，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7.6%，两年平均增长7.4%，

基本恢复至常态化增长水平。龙头
企业生产提速，30户工业龙头企业
增加值增长18.4%，拉动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7.0个百分点，其中7户企
业增长超过1倍。

服务业恢复进程加快。随着疫
情防控向好态势的持续巩固，市场
信心显著增强，重点领域潜力加速
释放，一季度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3127.89亿元，同比增长17.7%。

投资 公共服务投资增长39.4%

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储备和全过
程调度促建，提增量、强质量，发展
后劲持续增强。一季度，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20.1%，两年平均增
长5.6%。有效投资继续扩大，建安投
资、设备购置投资分别增长35.8%、
29.6%，合计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较上
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民生领域

投资力度加大，公共服务投资增长
39.4%，其中教育、卫生投资分别增
长23.1%、47.5%。高技术产业投资增
势良好，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分别增长53.1%、29.3%。重点
区域投资持续向好，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成都东部新区投资分
别增长34.3%、31.2%。

受就地过年等政策拉动，居民
消费需求加快释放，一季度全市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12.3亿
元，同比增长31.8%，两年平均增长
6.8%，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增长37.5%。商品零售复苏有力，16
个限额以上商品门类中，15个门类
零售额正增长，10个门类零售额增
速超过20%，其中汽车类、服装鞋帽
及针纺织品类、石油及制品类分别

增长65.7%、40.6%、25.1%。重点企业
增长较快，30强企业零售额增长
21.6%，其中26户企业实现正增长。
接触型消费快速恢复，限额以上餐
饮 业 、住 宿 业 营 业 额 分 别 增 长
152.2%、87.7%。新消费形态发展向
好，限额以上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
商品零售额增长28.5%，拉动全市限
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0个百
分点。 紧转02版

消费 30强企业零售额增长21.6%

制图 李开红

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