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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个面向”
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
范锐平专题研究天府实验室建设 王凤朝出席

■ 规划建设天府实验室是强国惠企利民的大事，是成都建
设创新型城市的大计。

■ 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为己任，进一步深化战略设
计、完善体制机制，推动天府实验室建设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 把握世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新趋势，力争在更多“卡脖
子”领域实现创新突破，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 坚持省级统筹、成都主体、各方参与、企业运作，做到成熟
一个、运行一个，高点定位、逐步升级。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致贺信

3月29日，璞泰来新能源电池
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在成都邛崃开
工，项目总投资140.8亿元。

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该
项目宣布将“打造全国一流、西部
领先的新能源电池材料全产业链
基地”——对成都来说，无疑是补
齐新能源电池上游材料产业链条
的重大项目。

事实上，从新能源汽车市场
端看，成都已是消费大户——公
安部交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成都
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居全国
前三，而据报道，成都正在制定今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提到了

“力争2021年底新能源汽车占比
达到4%”的目标。

广袤的市场，为企业在成都
的发展带去了幸福感，也对“新朋
友”形成吸引力。今年一季度，成
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
业投资分别增长53.1%、29.3%，增
速背后，投资动力不容小觑。

在 4 月 8 日 举 行 的 第 十 届
TIAA大会暨2021自动驾驶商业应
用大会上，总投资6亿元的百度5G
智慧城智能驾驶项目宣布落地成
都高新区，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四川省首个智能网联
示范基地，为区内相关
企业提供智能网联测
试和应用。一天后，腾
讯宣布在成都设立腾
讯人工智能科创联合
体并联合高校成立人
工智能科教联盟。

产业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圈的形成，也成
为了成都招商引资的
关键动力。

今年3月，成都经
开区也迎来了20个项

目集中开工，其中既有威马汽车
全球研发总部及西部运营中心这
类整车项目，也包括中德智能网联
汽车、车联网四川试验基地封闭测
试场等项目，加速了成都在全国
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版图的建立。

此前，曾有专家测算，制造业上
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
售服务、物流体系，可以与制造业共
同构成一个集群，这类利用产业集
群进行的招商引资方式可以吸引几
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的产业链。

前不久，成都现代商贸物流产
业功能区在深圳开了一场热络的

“对话会”，会议现场，成都以产业
功能区的形式，向深圳企业发布了
今年首批商贸、物流投资机会清
单。主题的设置，实际上反映了新
发展阶段的新需求。成都现代商贸
产业生态圈相关负责人表示，“圈”
中7个功能区“1+1＞2”的效应也正
逐步“溢出”，已聚集企业13.7万家，
其中六类500强52家，总部企业60
家，2020年商贸主导产业营收8500
亿元，产业集聚度达62%。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钟茜妮

成 都 开 局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20.1%

3月20日，成都首届TOD
发展论坛上，16个项目集中
签约落地成都，计划投资总
额超过1350亿元。

这些项目可大有来头。
一方面，中日金融科技文化
产业园区TOD、麓湖东TOD等
新项目，“预见”了未来城市
交通的革新；另一方面，与株
式会社茑屋书店、新加坡雅
诗阁等企业的签约，则“预
见”了未来城市生活的场景。

招商引资被认为是城
市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但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被招
引而来的“商”与“资”，同样
也是城市“共同体”发展的

“源”动力。
今年一季度，成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
两年平均增长5.6%。其中，公
共服务投资增长39.4%——
扩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投
资，是“人”的幸福；而高技
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3.1% 、
29.3%——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集聚，是“企业”的幸福。

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
项目投资的质量提升，也考
验着与城市和谐共生。每一
个数字，即将在城市中形成
新的场景，它不仅为城市带
来经济动能，也为城市里的

“共同体”带去幸福。

点位1：
玉林四巷爱转角文创空间

“十四五”期间，成都启动实
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虽
然刚刚起步，但许多人已经发现
了身边最直观的变化：家门口的
学校，街对面的医疗机构，转角处
的社区文化设施，越来越多了。它
们不仅是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更
是产业培育的新机会、消费升级
的新场景、品质生活的新体验。

“我们玉林社区以前就是个
低端的本土社区，有很多‘苍蝇馆
子’，也有很多卖盒饭的。不过在
玉林四巷爱转角文创空间打造
建成之后，这里已经成功举办了
多场居民参与率极高的活动，百
姓从而切实提升了在‘家门口的
幸福感’。”说起自家社区的大变
样，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北路社区
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向万军显
得自豪又骄傲。

玉林四巷爱转角文创空间的
成功建成和百姓的高度参与，只是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之一高品
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的一个缩影。

“作为集艺术表达、文化展
示、消费体验、情感交流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社区美学运用场景，我
们致力于让社区美空间在具备咖
啡厅、茶馆的常规功能之外，发掘
出更多更具体验性的功能。”成都
市委社治委副主任郑志介绍道。

按照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
的规划，未来5年，全市的3043个社
区，每个社区至少要建成1个社区
美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一年
就有610个社区美空间要建设。

为了让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乐在其中，社区美空间的打造注
重智慧场景的应用，运用VR、
AR、流媒体、5G等技术手段，打
造深度沉浸式、智慧化的场馆体
验必不可少，加上高清直播等现
代新兴信息技术，开设线上云导
览等项目，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

就可游览社区美学馆，带来闲与
趣、新与美的共享体验。

正是基于商业化逻辑创新公
共服务多元供给，场景化营造释
放城市投资机会，在今年春节期
间，成都旅游收入和人次都达到
了“双第一”，这一火热态势还持
续到了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

城市更有温度，市民更有幸
福感，这是民生数字背后的成都
幸福密码。

点位2：
沙河源街道友联社区
养老服务综合体

76岁的李大爷最近培养出了
新爱好。每天下午，他都要去沙河
源街道友联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
的大厅里，与“同学”们一起练习
毛笔字，笔墨纸砚均是免费提供。
这里除了陶冶身心，还有着设施
齐全的健康评估室、康复室和养
老房等，处处可见的适老化设备，
显示出养老综合体的贴心。

自这一养老服务综合体正式
运营以来，每天吸引着不少老年
人到来。根据“全龄友好包容社会
营建工程2021年工作计划”，成都
年内将建成22个社区养老服务综
合体，沙河源街道友联社区养老
服务综合体是首个亮相的样本。

“成都今年将建成的21个社
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已全部开工，
将新增普惠床位784张，”成都市
民政局副局长张军透露。

“全龄共享，友善公益”，以
优质的公共服务关怀全龄人口，
是彰显城市温度的重要举措。聚焦

“一老一小”，成都把柔性关照渗透
到城市规建管运各个环节中。2021
年，成都正式启动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4个社区被选定为成都市儿
童友好试点社区；针对现有老幼复
合型设施全龄化功能不多、开放性
共享性不够等短板，成都初步确定
了8个老幼复合型社区综合体项目
选址，建立了项目台账。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举办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提供一
个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
台，有利于世界各国共享中
国市场机遇，有利于世界经

济复苏和增长，也有利于中
国为世界提供更多优质消费
品。希望各国嘉宾和各界人
士深化交流、共谋合作，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发
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深化
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
策的优势，深化双边、多边、

区域合作，同各方一道，携手
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当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开
幕，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民
政府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8
万平方米，国内外参展企业
近1500家，来自约70个国家
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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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增长背后：
产业生态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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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景
未来5年每年建设
610个社区美空间

② 全国第六届大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在成都开幕

黄强宣布开幕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家
华）5月6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范锐平专题研究天府实验室建设
工作。他强调，规划建设天府实验
室是强国惠企利民的大事，是成
都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大计。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始
终坚持“四个面向”，以西部（成
都）科学城为载体，加快推进天府
实验室建设，努力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地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城市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凤朝出
席会议。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安
排，成都坚持高起点、高标准规划
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依托四
川大学、中科院光电所、中国航发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等高校院
所，聚焦空天科技、生命科学、先
进核能、电子信息、生态环境等五
大领域，正在抓紧规划建设一批
天府实验室。目前，天府实验室框
架设计已经基本形成，部分实验
室已启动前期建设。

会议审议了天府实验室建设
工作方案，听取了相关实验室建设
进展情况汇报。电子科技大学校长
曾勇、西南石油大学校长赵金洲、
中科院光电所总工程师杨虎、中国
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党委书
记吴忠跃、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党委书记万钢、四川大学副校长褚
良银、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德国
工程院院士雷宪章等专家学者和
创新团队作了交流发言。

范锐平认真听取记录，不时
交流讨论，对大家提出的真知灼
见表示感谢，要求有关部门认真
梳理研究、充分吸收转化。他指
出，建设天府实验室，有利于成都
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抢占科技创
新和产业发展制高点，打造带动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新的动力源。要始终坚持战略导
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服务
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为己任，进
一步深化战略设计、完善体制机
制，推动天府实验室建设尽快取
得实质性进展。

范锐平强调，建设天府实验
室是战略性任务、开创性事业。要
坚持全球思维、国际眼光，把握世
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新趋势，聚
焦行业细分领域，打造开放式创
新平台，力争在更多“卡脖子”领
域实现创新突破，加快推动科技成
果就地转化。要以更宽广的胸怀、
更具吸引力的体制机制，持续深化
与大学、大企、大院合作，吸引全球
高端创新人才集聚成群。要以国
企为主导组建投资平台公司，吸
引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
参与，打造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
产品创新和资本运作为一体的良
性运作机制。 下转02版

四川日报讯（白华宇 四川日
报全媒体记者 江芸涵 李淼）5
月6日晚，由教育部、四川省政府
共同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在成都城市音乐厅开
幕。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宣布开
幕，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致辞。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每
三年举办一届，是目前我国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学
生艺术盛会。本届展演活动主题
是“奋斗·创新·奉献”，是教育系
统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
礼的一项重要活动，共有31个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的 198 所高校、264 支代表队、
6800余名师生参加现场展演。

田学军在致辞中说，全国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历经 17 年的
坚守和打造，始终坚持先进文化
方向，坚持面向全体大学生，建立
起了学校活动、省级交流、全国展
演的三阶段模式。本届大艺展是
教育系统步入“十四五”、立足新
发展阶段高校美育面貌的全新亮
相，是为建党百年献礼的艺术盛
会。希望同学们立大志、明大德、

成大才、担大任，以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奋发有为的理想追求为
建党 100 周年献礼，让青春在不
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副省长罗强在致辞中说，四
川近年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育体
系，致力于用独具“四川元素”的艺
术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四川将在
教育部的指导下，精心周密组织、
热情周到服务，当好东道主、办好
大艺展。祝愿各代表团师生保持最
好状态、拿出最高水平、展出最佳
作品，希望广大青年肩负历史使
命、心怀“国之大者”，在建设祖国、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
践中，谱写精彩人生华章。

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以“青春
在奋斗中闪光”为主题的文艺演
出。5 月 6 日至 13 日现场集中展
演期间，将有 221 个优秀表演类
节目、43 个优秀艺术实践工作
坊、90件优秀艺术作品、163件优
秀高校校长书画摄影作品、96份
优秀高校美育改革创新案例精彩
亮相。紧转02版

相关报道见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