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9月，川西高原入目皆是美景。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盛开的格桑花，见证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幸福美好。
抓实资金项目精准输血，提升产业基础增强动能，惠民生办实事增进福祉，锻造人才队伍夯实根基……2017年，四川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实施

的第二轮五年（2017-2021年）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将对口帮扶阿坝州、甘孜州19个深度贫困县的重大政治任务赋予成都。
五年来，成都市主动担当“主干”责任，践行“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支援新格局，探索形成市县乡（镇）三级支援

整体联动、政府企业社会三支力量协同参与、资金项目人才三项资源统筹发力的工作机制，谱写了携手共建美丽繁荣和谐涉藏地区的生动实践。
2020年，成都市对口支援的阿坝州、甘孜州共19个县（市）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助力阿坝州、甘孜州提前一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2021年5月中旬，成都市对口支援阿坝州、甘孜州19个涉藏县（市）的新老工作队伍陆续完成交接轮换，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
9月13日至19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对口支援办牵头，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传媒集团组建的两个采访报道组，兵分两路，沿着成都市

对口支援工作队的道路，翻过雪山，跨过河流，深入阿坝、甘孜两州，用脚步丈量土地，切切实实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即日起，本报推出“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李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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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
基石。9月26日，由中共成都市委
组织部、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
会、金牛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21
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
能区引智引才专场活动在成都市
金牛区都市工业港举行。活动现
场，“成渝高精尖人才开发引智共
享平台”正式亮相，全市重点项目
人才供需对接集中签约。同时，成
都市还发布了招才引智新场景新
产品清单，面向全球释放300多个
人才发展机遇。

两个“清单”发布 这些产
业人力资源服务需求量较大

本次活动以“引智引才 乐
享成都”为主题。活动现场，成都
市人社局发布了《人力资源服务
需求清单》和《人力资源服务产
品清单》，其中，需求清单共收集
了218家重点企业在研发、生产、
经营、管理等场景中涉及人力资
源服务的常态需求和急需项目；

产品清单涵盖126家优质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的168项创新服务产
品，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专业
化、定制化、多元化、平台化服务
和解决方案。

“两份清单信息均来自企业
和市场，是成都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企业人力资源服务需求的
客观反映和优质人力资源服务
产品的甄选呈现。”成都市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需求清单显
示，从产业领域看，电子信息、医
药健康、人工智能、轨道交通、航

空航天等主导产业企业人力资
源服务需求量较大，约占80%；从
人力资源服务需求类别看，高端
猎 聘 和 精 准 招 聘 需 求 占 比 达
45%，一般岗位招聘和批量外包
占40%，人力资源培训测评、软件
服务等其他需求占15%。

产品清单显示，成都市人力
资源服务正从传统低端的职业中
介、劳务派遣，加快向多元高端的
人才猎聘、平台服务、咨询服务、
软件服务等创新业态拓展，从单
一产品加快向复合产品、整体解

决方案升级。

“成渝高精尖人才开发
引智共享平台”亮相

“人力资源服务业在优化人
才配置、促进社会化就业、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成都坚持“市场引才”理
念，不断完善“引才育才”市场环
境，持续壮大人力资源服务业，积
极抢占未来产业竞争新赛道。成
都现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超
千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德科、
任仕达、万宝盛华等人力资源服
务企业均在蓉设立分支机构。作
为全国第7家国家级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中国成都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按照“一园三区”模式建
设，已集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0
余家。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现场，
由成都市本土高层次人才引育
服务平台优谷中心组织协同国
内外院士、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

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中国
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等12家国
家一级学术协会，以及中国中科
院人才交流开发中心等权威人
才服务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在蓉
共建的“成渝高精尖人才开发引
智共享平台”，也正式亮相。未
来，该平台将通过科研能力提
升、学术交流“以点聚面”的引
才入蓉布局，提升功能区自身人
才需求端精准大数据建设能力，
明确以“人才需求”带动“人才
供求”的城市智慧开发引智生态
体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到，近年来，围绕城市发展战
略、产业发展需求和人的全面发
展，成都大力营造人城境业和谐
统一的人才发展生态，成为国内
外人才眼中的“机会之城”。目前
成都人才总量556万人，4年来吸
引新落户青年人才超54万人，新
职业人群增量和新经济总量指数
均居全国第二位，蝉联“中国最佳
引才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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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医学城片区概念城市设计图

备受关注的成都未来医学城再迎新进展。
9月26日，《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暂行办法》（下
称《暂行办法》）正式公布，一个新的机构——
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局随之正式亮相，将负责
医学城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产业发展、综合协
调等工作。

《暂行办法》还明确，医学城建设将围绕未
来医学探索与创新前沿、医教研产融合与转化
典范两大总体定位，加快建设国际特色示范医
疗、高精器械及医药两大产业集群，努力构建创
新驱动转化医学平台，打造全球高能级医药健
康领域承载地和高水平医疗健康“引领极”。据
悉，《暂行办法》将从2021年10月18日起施行。

成都未来医学城怎么管？

成都未来医学城怎么管？在《暂行办法》
中，对未来医学城的管理体制、医学城运营、产
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等多方面进行明确。其
中，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局将履行法定机构职
责，负责医学城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产业发
展、综合协调等工作，而未来医学城管理局由
成都东部新区管委会管理。

同时，成都东部新区管委会、简阳市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和镇（街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
医学城的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城市
管理、社区发展治理等社会事务。成都市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则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支持、指
导和配合医学城的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

未来，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局如何履行职
责，又该履行哪些职责？《暂行办法》显示，未来
医学城管理局将具体履行9个方面的职责，比如
负责加强战略研究，提出医学城建设、改革、发
展的政策措施建议，牵头负责医学城内的一体
化要素配置体系建设，统筹人才、科技、土地、项
目、资金、服务等要素配置。再比如，负责编制产
业引导政务政策，围绕主导产业进行产业分析，
推动载体搭建、资源聚集和产城融合发展等等。

与此同时，在政务服务上，也要求未来医学
城管理局创新服务方式，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服
务效率，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
务服务。在医学城运营方面则明确，未来医学城
管理局可以依法利用医学城内的国有土地、国
有资产等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筹
措资金用于医学城开发、建设和运营。

“一揽子”新政加快成都未来医学城发展

产业发展，是成都未来医学城最受关注的
内容。在《暂行办法》中也提出了“一揽子”产业
发展政策，其中明确鼓励公立医院入驻医学
城，支持公立医院依法将品牌、商标、专利、技
术、服务、管理等提供给医学城医疗机构使用。

同时，鼓励境内外资本在医学城投资举办
医疗机构，支持社会力量深入专科细分领域，
投资建立品牌化专科医疗集团，培育一批具有
竞争优势的专科医疗品牌。

对于本市引进的国家、省级医学检测审评
机构优先落户在医学城，支持引进和培育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健康管理机构、第三方检测机
构、医疗旅游保健中心等机构。

与此同时，还有多项支持政策。比如，支持
在医学城建设先进技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
床试验机构和重点实验室等医学科研机构，联
合世界知名医学院设立医学院校。鼓励国内外
重点科研院所和医学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
知名企业在医学城设立分支机构。支持有条件
的高水平社会办医机构举办临床医学院校，促
进临床、科研、教学协同发展。支持集成新理
念、新模式、新技术的多学科融合，中西医结合
的智能医学、精准医学、整体医学及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在医学城布局发展。

除此以外，先行先试也是成都未来医学城
管理方面的亮点。成都将支持在医学城探索开
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鼓励
建设产业化生产基地、医药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服务平台和交易中心。支持医学城积极争取免
疫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组织工程等新技术研
究和转化应用。鼓励在医学城内对属于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重大举措、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
规则的探索性制度和具有重大示范带动作用
的创新体制等方面，依法开展先行先试。

值得注意的是，医学城引进的专业人才，
在住房、就医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符合条件的，
将按照规定享受有关政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暂行办
法》10月18日起施行

成都未来医学城管理局来了

成都发布招才引智清单
成渝高精尖人才开发引智共享平台亮相

最好的医疗在身边，最好的
出路在学校。推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围绕民生改善等关键
领域，成都提高标准持续发力。

目前，成都479所学校与受援
地学校结对帮扶，让“9+3”教育毕
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98%；医疗
卫生“传帮带”下，233台（套）设备
和覆盖5万人次的巡回医疗走进
受援地；72场各类招聘会，5个就
业创业培训示范基地，有力促进
了就业增收。

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
老、托幼、住房……一件件民生实
事的落实，让涉藏地区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行走在高原，群众说得最多
的还有“成都人”。

9年来，成都择优精准选派的
1550名对口支援干部人才和2540
名教育医卫人才，为受援地带来
更加科学的发展理念。另一边，在
阿坝州、甘孜州人才培养提升工

程中，1021名受援地干部人才来
蓉挂职，1410期培训班让超过8万
人次的受援地干部群众能力素质
全面提升。

全面小康，不是数字统计下
平均概念的“小康”，也不是阶段
性瞬间性的“小康”，而是全体涉
藏地区群众整体生活切实得到改
善的高标准高质量的小康。

今年6月，四川省委、省政府
做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
署，印发了《四川省持续深化省内
对口帮扶工作方案》。“坚守战略
定力、强化‘主干’担当，把防止返
贫放在首要位置，把实现乡村振
兴作为主攻方向。”成都市委统战
部（市对口支援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重点围绕成果巩固、资金项
目、产业就业、公共服务、人才智
力、基层治理、全域结对、区域合
作 八 个 方 面 扎 实 开 展 第 三 轮
（2021—2025年）对口支援工作，
全面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成都传媒集团记者 钟文 侯初初

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主攻方向
民生是保障 精准措施让老百姓“得实惠”

C

干支联动 携手奔康
——记成都对口支援19个省内涉藏县（市）

从平原到高原，芙蓉花邂逅
格桑花。

9月，阿坝州和甘孜州已“大
约在冬季”。翻越折多山，头顶有
蓝天，脚下有牧场，踏着这条路
线，9年前，肩负中央和省委的重
托，成都第一批对口支援干部人
才抵达阿坝州、甘孜州受援涉藏
县（市）。

“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
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
出，全面小康、贵在“全面”。

成都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

方略，把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作为
检验“两个维护”的试金石、作为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政治责任、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任
务、作为发挥极核和主干作用的
政治担当，坚持“中央省委所指、
对口支援县（市）所需、成都所
能”，倾力倾情倾智支援，构建了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支援
工作格局。数据显示，成都对口支
援的19个涉藏县（市）已于2020年
2月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助力阿坝
州、甘孜州1479个贫困村退出、
19.63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格桑花开幸福来，当地群众

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日子越过
越红火。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1年4月22日，四川宣布脱
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5月中
旬，成都对口支援的19个涉藏县
（市），新老工作队伍陆续完成交
接轮换，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口支
援工作，继续跑好乡村振兴“接力
赛”，工作重心也由此转移到实现
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来，全
面助力阿坝州、甘孜州受援县
（市）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的全面振兴。

2012年4月，四川省委、省
政府作出第一轮五年对口支援
阿坝州、甘孜州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决策部署，决定由成都
等7个省内发达市对口支援省
内20个涉藏困难县，协助受援
县做好各类规划编制、项目工
作、资金管理工作、产业及民生
发展、社会管理创新、干部人才
援助6项任务。

2016年8月21日，省委、省政
府从全省脱贫攻坚大局出发，
启 动 第 二 轮 五 年 对 口 支 援 工

作，在第一轮基础上，赋予成都
20个区（市）县对口支援阿坝州
5个县（市）、甘孜州14个县（市）
的任务。

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成
都把对口支援作为重大的政治责
任，充分发挥全省主干作用，践行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了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支援工
作格局，通过对口支援的方式，带
动、引领当地发展，3批4000余名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扎根高原、接
力援助，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有力

有序有效推进。
与此同时，探索形成市县乡

（镇）三级支援整体联动、政府企
业社会三支力量协同参与、资金
项目人才三项资源统筹发力的
工作机制，推进20个对口支援区
（市）县的575个部门、247个乡镇
（街道）、479所学校、174家医院、
70个社会组织与当地结成帮扶
对子，建立交往交流长效机制，
有效加快阿坝州、甘孜州脱贫攻
坚进程，同藏族同胞齐心携手、
共奔小康。

扎根高原 接力援助 对口支援
勇担政治责任 携手脱贫奔康推进乡村振兴

A

近两年，“石渠人生果”通过
“直通车”摆上了成都市民的餐桌。

海拔高、气候恶劣，“几乎半
年都是冰冻期”说的是甘孜州石
渠县。在金牛区的对口支援下，
2020年，石渠县脱贫摘帽，经济发
展、社会事业、民生保障面貌发生
着可喜的变化。

资金项目的精准输血，成为
脱贫攻坚的坚实动力。

当前，成都20个对口支援区
（市）县累计向19个受援县（市）拨
付各类财政援助资金20.91亿元，
发动社会力量捐款捐物2.61亿元，
实施援助项目1594个。

从输血到造血，发展产业是
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海拔4000米的德格县马尼干
戈镇上，高新区对口援建的康北
牦牛乳制品加工园区的生产线，
改变了养牦奶牛的洛绒志玛一家
的生活方式，挤牦牛奶、放牛上
山、清洗牛圈，让志玛家人均年收
入接近10000元；

种植、采摘小番茄、水果黄
瓜，道孚县沟尔普村有一个郫都
区对口支援的“飞地园区”，达娃
卓玛在家门口上班也能分红；

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的成阿
工业园是全国唯一一个灾后重
建、异地重建、合作共建的民族

“飞地工业园区”，成为增强民族
地区发展造血功能的新引擎……

产业基础提升，经济发展动
能增强。9年来，成都多次为受援
地举办产业发展投资推介会、农
牧产品推介会，开设品牌专卖店、
体验店18个，建设天府中药城黑
水基地、天府农博园共享农庄等
项目。

与此同时，加快旅游产业援
助，在成都市与阿坝州、甘孜州三
地旅游协同发展规划下，159个旅
游村寨全新打造，构建起生态旅
游发展新格局。越来越多的“飞
地”合作园区共建，成阿园区形成
产出效益，成甘园区2平方公里起
步区形成承载能力。

“飞地园区” 家门口上班也能分红
产业是关键 打好经济发展“主动战”

B

成都对口支援的19个涉藏县（市）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图为成都援建的泸定县兴隆镇柑橘现代农业示范园

2021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产业功能区引智引才专场

紧接01版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成
渝中线高铁自重庆枢纽重庆北站向西引出，经
重庆科学城、铜梁区、大足区进入四川省境内，
经安岳县、乐至县、简州新城引入成都枢纽成
都北站。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
公里，桥隧占比85%，项目总投资693亿元，建设
总工期5年。

国家铁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文新主持
启动活动，长江沿岸铁路公司董事长马春山代
表参建单位作表态发言。四川省领导施小琳、
罗文、王一宏，重庆市领导王赋、李明清、段成
刚、陆克华、郑向东，成都市领导王凤朝，川渝
两省市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中央有关驻
川机构、在川企事业单位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
负责同志等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