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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第九届四川国际
健康和养老产业博览会”“首届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健康旅游
博览会”“四川国际医疗防疫物资
展”正式闭幕。

盘点本次健博会，人气火爆、
购销两旺成为最大的特色亮点。
在为期三天的大健康博览会期
间，共吸引了3.9万人次观展者，
其中专业观众达到7000人次。值
得注意的是，本届博览会会期达
成重点合作签约项目24个，签约
总金额达10.23亿元。

川渝携手掘金健康产业

本届大健康博览会，成都
首次重磅组团亮相，集中展示
高端医疗服务、中医药特色服
务、康复疗养服务、休闲养生服
务和其他健康旅游特色项目，
一大批健康旅游特色品牌携手
亮相，全景展示近年来成都建
设“国际知名医疗中心”和“国
际医美之都”取得的新成果，首
次展现成都积极推进健康服务
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良好态
势，助推成都打造国际健康旅
游目的地新名片。

在首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上，川渝两
地还在推进公共卫生一体化、健
康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携手合作的
基础上，共同探讨健康产业优势
互补。

其中，重庆高新区积极组团
入川，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重庆好德
医院、重庆福至万嘉养老、重庆同
岑养老、云联禾康养老等健康和
养老品牌抱团亮相。

同时，雅安大兴康养产业园、
峨眉山国际康养中心、攀枝花普
达阳光等川内康养旅游品牌也积
极亮相。川渝大健康品牌同台亮
相，交相辉映，优势互补，携手共
建共享大健康新兴产业，不断满
足川渝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的医旅融合健康服务。

会期活动丰富多彩

本届大健康博览会期间，还
举办了一系列论坛峰会、项目发
布、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合作签约
等活动，尤以“首届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国际健康旅游论坛”最受
关注。

联合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丁显平带来了精
彩主旨演讲《健康中国背景下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而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李
志勇以《推动医旅融合发展，打
造西部健康品牌》为题建议成都
进行“医疗+ 旅游”融合发展、

“中药+旅游”融合发展、“藏药+
旅游”的融合和“研学+医疗旅
游”融合，关注潜在医疗旅游群
体的需求，包括中老年慢性病患
者、孕妇、亚健康群体、有发育障
碍的儿童等，丰富医疗旅游产
品，形成规模优势。成都医投集
团、天府中药城、华西医美健康
城、成都医学城、李冰文创旅游
功能区等产业一线的代表还围
绕《川渝健康旅游共建共享》主
题展开了精彩的圆桌对话。

此外，国际医疗协作与定制
化健康保险论坛、峨眉山康养项
目发布会、中国民间中医发展论
坛等专场活动也受到极大关注。

展会期间，成都市第二人民
医院、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都
市第八人民医院、成都市妇女儿
童中心医院、成都市中草药研究
所、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成
都青城山医院、爱尔眼科医院集
团四川眼科医院等参展单位还同
日本CJ Link株式会社、自由之丘
株式会社、日医工株式会社、泰国
曼谷杜斯特医疗服务集团、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大陆希望集
团、新希望集团等国际国内领先
企业达成各类合作签约总计24
项，总金额达10.23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署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酒驾醉驾
集中整治行动。9月13日起，全
国交警将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
醉驾执法直播联动，边执法边
宣传，最大限度警示并提示驾
驶人抵制酒驾醉驾，将安全风
险排除在萌芽阶段，保障群众

节日出行安全。
“有安全，更团圆。”公安部交

管局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处罚
不是目的，安全才是第一，饮酒后
严禁驾车，亲朋好友要主动劝阻
驾驶人酒后驾车，守法出行，共同
营造安全祥和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获悉，近日，四川省服务业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四川省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业 培 育 方 案
（2021—2022年）》（以下简称《培
育方案》）。

《培育方案》提出，四川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总营业收入力争在
2022年达到2000亿元以上。

为实现这一目标，《培育方
案》在主体培育、园区建设、业态
优化、人才培养等领域提出明确
任务。

园区建设方面，《培育方案》
提出统筹打造成德眉资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川南协同创
新、川东北协同振兴发展试验
区，形成“一核两翼”总体布局，
促进产业集群集聚，创建1－2家
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
1－2家专业性、行业性、区域性
人力资源市场，培育1－2家省级
人力资源服务集聚区，新建2－4
家省级产业园。

业态优化方面，《培育方案》
要求加快产业创新升级步伐，做
大做强“成都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研究院”等产业创新研发平台，培
育现代人力资源服务发展中心和
产业协同应用场景展示中心，实

施“互联网+”、“金融+”人力资源
服务行动，支持跨行业融合发展，
推动与工业“5+1”、服务业“4+
6”、农业“10+3”现代产业体系协
同匹配，扎实开展促进就业和助
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并探索设
立县属国有人力资源公司。

《培育方案》还提出实施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人才“培优强基”计
划，单列实施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高级职称评审工作，鼓励符合条
件的企业、机构设立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同时，大力发展人才寻访、人才测
评、服务外包等中高端业态，力争
到2022年，四川从业人员总量达
75万人以上，产业领军人才和专
家300人左右，每年服务各类人才
200万人次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为优化人力
资源服务业行业环境，《培育方
案》提出打造高标准人力资源市
场体系，实施营商环境提升专项
行动，通过建立“红黑名单”机
制，构建多层次、多元化供需对
接和线上交易平台，创新推广

“市场下单、企业抢单”对接指引
模式，引导和扩大市场需求，促
进供需适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王培哲

8月25日，四川省委专题会议召开，进一步研
究部署全省“十四五”时期铁路规划布局、重大项
目建设、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等工作。

铁路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释放了一个明
确的信号：四川对铁路的定义不只是交通。会上
还强调，要加快建设铁路强省和轨道交通产业
新高地，四川借交通之势发展产业的决心已经
明确。

梳理过去几年发展路径，四川将轨道交通产
业作为装备制造业的关键一环、纳入“5+1”现代
工业体系进行培育，并推动“四向八廊”战略性综
合交通走廊建设。

轨道交通也是成都的优势之一，比如成都有
西南交大、哈工大等院校地企协作的传统优势，
又比如，依托四川现有的需求，在蓉的众多企业
有稳定的订单，可以加速企业的成长。据悉，以中
车成都公司为龙头，目前成都新都区就已构建以
多制式整车制造为牵引的产业集群，已引进了中
车电机、今创、新誉等优质配套企业60余家，九大
核心零部件和十大关键技术配备齐整。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2021成都国际工业博
览会上“首发”了一款时速160公里全自动智慧市
域列车，具备全自动驾驶、5G车地通讯网络、以
太网列车控制系统等轨道交通最新科技，并结合
了成德眉资的地理特征和城市需求，兼备公交化
的运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列车的研发、制造、
检修、运维均在成都完成。

与此同时，需求也正在孵化更多本土品牌。
成都中车长客总工程师张洪军透露，上述列

车同样适用于其他城市群、都市圈的市域需求，
加速区域的一体化建设，“未来，我们希望打造成
都品牌，实现成都品牌走出去，推广到全国各地
甚至走向东南亚”。

而在航空领域，四川也大力推进军民协同创
新，加快推动形成研发制造水平国内一流、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航空产业集群。尤其是，成都双机
场的加成，将带来更多机遇。比如，天府国际机场
临近的简阳，目前已规划建设运营了临空经济产
业园、成都空天产业功能区、西部电商物流产业
功能区等，航空经济的崛起之势，跃然纸上。

9月13日起
公安部交管局将集中整治酒驾醉驾

四川将创建1-2家
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大健康博览会3天吸引3.9万人次观展

达成重点合作签约项目24个
签约金额超10亿

铁轨+蓝天
新机遇

国内首条“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亮相！

短短一个月，成都在交通领域“好事连连”。先是新建成渝中线铁路获批，进一步建强双城经
济圈的内部连接；之后，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了《“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
方案》，成都在大循环通道建设中又被“点名”。

三年前，四川提出对内形成“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对外形成“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格局。此次国家发改委的两份文件，则是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再次深化
这一立体交通网络的布局。很少有城市能得此机会，成都在交通领域的“主干”地位也得到明确。
有了国家、省级战略的加持，成都如何用好“铁轨+蓝天”上的新机遇？

成
都
如
何
把
握
？

对中国城市来说，“圈”的概念正变得越发重要。
往小了看，一刻钟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可以

在城市里形成人的聚落；而都市圈、城市群，则是拉
近城市距离，形成资源的聚落。

新建成渝中线铁路获批后，有人曾将其比作西
部版“京沪”，其意在于，希望借铁路之手，加速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去年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政府部门已就这个“圈”，
展开了多种合作，比如社保、工商注册等服务。

但这还不够。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数据显
示，每天往返于成渝两地的动车近100趟次，日均旅
客量近9万人次，每逢节假日，即便增开车次，平均
客座率也接近100%。

从市场角度来看，成渝的“同城效应”是先于高铁
发展的，有专家表示，成渝中线铁路的意义，不仅是从
时间概念上缩减至1小时以内，“更有利于促进各类生
产要素高效聚集，提升双城核心能级和带动力”。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发布满两年后，新
一份《“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
施方案》日前正式发布。对成都来说，最大的机会之
一是“畅通西线通路”，这被列在了“加快推进主通
道建设”的第一位。

其中要求，以打通缺失路段为重点，优化完善自
成都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西线通路；
开工建设黄桶至百色铁路，加强既有铁路扩能改造，
力争2025年贯通西线铁路。而刚刚获批的成渝中线
铁路，也可以帮助沿江高铁更进一步，因其为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中的沿江通道主线——沪渝蓉高
速铁路的重庆至成都段。作为重要节点，成都的作用
还将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建设“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构建现代化多层
次轨道交通网络；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
次将成渝地区作为全国交通体系“四极”之一，提出
打造成渝交通主轴，并将四川列入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省份，这些都将极大提升四川在国家新一轮铁路
交通网布局中的地位和分量。

当然，西部陆海新通道从总体规划到高质量建
设，一定意味着一大批项目正在上马。对成都，这也
是城市能级提升的“东风”。

刚刚结束的2021年中国服贸会上，《中
国航空物流枢纽发展指数报告2021》发布。

从综合指数结构变化看，成都凭借完备
的功能保障体系位列中国航空物流枢纽发
展指数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报告
还预测，随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投入运营，
成都航空物流枢纽潜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不少专家均曾提到，虽然不靠边不临
海，随着铁路、航空的崛起，四川有机会实现
西部版“海洋经济”。

记者梳理发现，自2013年起，“一带一
路”提出，打开了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新思
路，过去近十年，成都、重庆等城市其实已经
在铁路、航空等新通道的建设有一定成效，
比如中欧班列（成渝号）的开启，意味着铁路
协同走向新时期。

在中国城市临空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
马剑看来，加上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一系列政策支撑，其实
是有必要的——从目前国内机场分布看，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都有明确的航空枢纽
城市，而作为第四极，成渝也理应培育出与
北京、上海同能级的航空枢纽，要有一座有
先发优势的城市带领区域深度融入世界经
济格局，提升区域对外开放水平。

这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也有体现。纲要提出，强化城市群机
场协同运营，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其中
首次提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世界
级机场群。

而铁轨上也在迎来新机遇——9月11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18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上，国内首条“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正式亮相。

记者注意到，从区位来看，联运港距离
全国第四大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20分钟车程，距离天府国际机场30分钟车
程，距离国家高速路网G5京昆高速5分钟车
程，与成渝线、宝成线、成昆线及川藏线转换
连接，可以快速融入国家铁路网络体系。

据悉，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项目
建成后，集装箱作业能力将达10万标箱/年，
整车作业能力将达50万吨/年，年到发能力
合计可达近300万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西部版
“海洋经济”

交通的机遇 产业的机遇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
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
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作为生态文
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

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
与生态保护积极性、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
一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建设，意见提出改革目标：到
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基本完备。以生态保护成本为
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度日

益健全，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
能力为基本取向的综合补偿
制度不断完善，以受益者付费
原则为基础的市场化、多元化
补偿格局初步形成，全社会参
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显著增
强，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
互动的局面基本形成。到2035
年，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要求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
本定型。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

成都中欧班列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