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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软件能不能设立重大科
技专项？工业软件能不能成立发展
联盟？高端软件人才能不能更稳
定？这些问题，来自一场座谈会。6
月25日，“成都市高端软件产业建
圈强链企业座谈会”举行。参会的
除了成都市相关市领导，还有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局、市
科技局等13个市级部门和四川天
府新区、成都高新区的相关负责人。

“你是主角，我们是配角，你
是‘新郎’，我们是‘伴郎’。”现场
的“主角”，是13位企业负责人，包
括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发四川燃
气涡轮研究院、成都鼎桥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等。

产业链如何抱团发展？行业
标准如何更规范？科技创新有哪
些支持？“主角”们提出近30条诉
求，“配角”一一作出解答。

“主角”提诉求：
产业链如何抱团发展？
人才如何更稳定？

高端软件是成都建圈强链行
动中确立的20条重点产业链之一。

现场，“主角”们畅谈高端软
件产业发展趋势，提出近30条诉
求，涉及产业链抱团发展、行业标
准规范、科技创新支持、产品推广
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用地用房支
持、员工通勤便利等方面。

多家企业建议出台更多、更
精准的研发扶持政策。“工业软件
是一个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行
业，市里面能不能设立一个重大
科技专项？”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
轮研究院副院长伏宇说。创意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文
斌的诉求，也涉及政策，“在基础
软件研发方面，希望有专项的资
金扶持，能够在这个方向上加大
力度，而且是收拢，甄选好软件和
方向，而不是‘撒胡椒面’。”

人才是企业关注的另一话题。
陆文斌表示，从庞大的市场体量来
看，我国在操作系统、基础软件方
面的人才十分短缺，很希望加强与
高校合作培养亟须的专业人才。成
都欧珀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华逸雪则关注人才的配套设施，
建议政府提供更多的廉租房和人
才公寓，增强人才队伍的稳定性。

稳增长下的新机遇：
2021年成都软件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5700亿元

会上成都市软件行业协会理
事长秦志光披露一组数据：2021年，
全市软件产业纳入国家统计局、工
信部行业统计制度的软件企业
1173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04.9
亿元，增长13.2%。其中，软件业务收
入4209.2亿元，增长12.2%。

据悉，成都将聚焦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高端软件等20个重点产
业，推动政府重点支持与市场化机
制并重、关键细分领域突破与全产
业链推进并行，打造一批具有比较
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重点产
业集群。秦志光建议，成都积极利
用公园城市示范区、智慧蓉城、产
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等重要契机，
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关键软件技
术协同攻关、应用场景示范体验、
拳头产品迭代升级和高端人才培
育引进，有力提升“成都造”软件产
品的供给与服务能力。

成都各级部门代表对企业的
诉求和建议逐一回应，表示将尽
快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推动落
实，实实在在助企纾困，促进软件
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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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渝 铁 路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成渝两地的运输生命线即将迎来70岁生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线，成渝铁
路，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至今铁路事业发展的风雨历程，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铁路人走过的艰难险阻、传承着的铁路精神。

成渝铁路不仅承载着川渝两地人民对铁路的期盼，更代表了新中国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心、决心。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
铁路到如今铁路的四通八达，成渝铁路成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起步者，也是交通发展给人民带来生活变化的见证者。

成渝铁路，将成都与重庆连在一起，两座城市的相互成就，带来两地交通、生活、产业等领域变化。即日起，我们推出成渝铁路通车70周
年特别报道，通过采访成渝铁路建设者、铁路工作者、受益者，讲述成渝铁路的故事，讲述成都与重庆发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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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油油的高标准农田翻起层
层稻浪，横跨在池塘上的景观桥勾
勒出一幅乡间图景。沿着刚完工不
久的沥青路向东，远处便是重庆市
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成渝现
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内荣合作园区”
几个大字分别挂在两省市的山头。

6月21日至22日，四川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组织省市主要媒体
赴内江开展实地采访，“入圈”的干
劲和变化，在一个小村落里得到淋
漓尽致的展示。

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是川渝两省市联合部署毗
邻地区合作共建“9+1”个区域发展
功能平台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以农
牧高新为主的功能平台。这里正在
推进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建设、
标准化油茶示范片栽种、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目前已初见成效。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
探索产业联建

“抬脚就出省”，在三合村和普
沱村可不奇怪。长期以来，位于隆
昌市石燕桥镇的三合村，和位于荣
昌区安富街道的普陀村，有着紧密
的人文交流和融通。

但毗邻的两村开始探索产业
联建，还是近来的事。去年2月，以
现代农业为主的内荣农高区正式
启动建设，三合村和普沱村就位于
示范区内的核心区。

内荣农高区地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腹地，着力发展以生猪、稻鱼
产业、长江上游晚熟柑橘等为代表
的现代农业。据悉，内荣农高区总投
资额148.67亿元，未来将成为深化川
渝毗邻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促进

川南渝西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
去年底，经川渝两省市政府同

意，两省市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
部门联合印发《内江荣昌现代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总体方案》，
明确到2025年，“内荣农高区”建设
取得突破性进展，合作机制有序运
转，优势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在毗邻地区共建合作特色功
能平台，隆昌市人大代表、隆昌市
石燕桥镇镇长邓永贵说，这里肩负

着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度分离
的任务，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原
来两边各搞一套产业，现在是统一
规划统一搞。”邓永贵举例说，荣昌
的生猪产业驰名全国，内江猪品种
研发大数据就需要借助荣昌的平
台来带动；隆昌的稻鱼、稻虾搞得
好，就可以在荣昌积极探索种养结
合、稻虾共生的生态农业生产模
式，实现水稻和小龙虾的双丰收。

联手打造优势区
村民收入涨三成

如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来实
现产业联建？尝试已经迈步。

“山的那头正在修路的地方，就
是我们联合打造的智慧猪场。”邓永
贵介绍，由双方共同出资金土地，将
在行政交界处修建智慧猪场和国家
生猪大数据中心的分中心，荣昌白
猪和内江黑猪都将在此“安营扎寨”。

立足荣隆两地产业特色、发展
潜力，内荣农高区正联手打造高质
量、有特色的优势区。在成渝现代
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带，共同推进内
荣农业园建设。

目前，隆昌与荣昌共建稻渔综
合种养绿色发展产业带21.7万亩，

出栏生猪42.01万头，13亩标准化智
慧猪场项目开工建设，5万头标准
化种羊示范场项目、重庆畜牧科学
院隆昌研究所、湖羊重点实验室、
生猪大数据中心启动实施。同时，
深化产学研合作，与中国淡水渔业
研究中心等8所科研院所共建研发
平台，投入1300万元建设稻渔产业
研究院、国际杂交水稻中心，建成
专家大院、科技小院15个。

要说变化，还是村民的感受最
多。邓永贵介绍，通过租金、酬金、
薪金、现金、股金“五金”模式，促进
村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2021年，
全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6万元，较隆昌平均水平高30%。

省、市人大代表，内江市发改委
主任詹财荣表示，加强毗邻合作，内
江市建设成渝地区“南翼跨越”示范
区，扎实推进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川南渝西融合
发展试验区等区域发展功能平台，
打造毗邻地区合作样板。2022年，内
江承担的10个项目纳入《共建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2022年重大项目名
单》，1~4月已完成年度投资9.3亿
元，超时间进度5个百分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高端软件如何建“圈”？
成都与13位“主角”
开了一场座谈会

紧接01版 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体现。这次活动引起广大
干部群众热情关注、积极参与，提
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
收。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
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
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民声、尊
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家各
项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
重要指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相关工
作网络征求意见活动于4月15日至
5月16日开展，在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官网、
新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分别开设专栏，听取全社会意
见建议。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广
泛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建言
超过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
关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
三代铁路家庭与成渝铁路的不解之缘

2021年，陈柯宇的岳父岳母退
休后，也从重庆搬至成都居住。成
都向东可达上海，向南可经贵阳至
广州，向北经西安至兰州、太原、北
京等城市，铁路线网不断完善，“去
哪里都方便，也成为岳父岳母留在
成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截至2021年底，四川省铁路运
营里程达 5687 公里。根据此前数
据，四川建成的铁路线网中，有6条
客运专线、10条干线铁路、8条支线
铁路，覆盖全省18个市州。

“十四五”期间，四川将加快建
设“四向八廊”战略大通道。高铁通

道建设方面，将加快建设成自宜高
铁、渝昆高铁、成达万高铁，以及已
经于2021年开工的成渝中线建设。
普速铁路方面，将加快川藏铁路雅
安至林芝段、西宁至成都铁路、隆
黄铁路叙永至毕节段，以及成昆铁
路复线建设。

陈柯宇表示：“未来，成昆铁路
复线、成自宜高铁等线路将相继建
成，我争取每一条新线都能去担任
司机，亲身经历和见证成都铁路交
通枢纽建设不断完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
宇恒 摄影记者 吕国应

2009年，陈柯宇考取电力机车
司机，成为成渝铁路一名火车司机。
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列车的行
驶速度为60km/h，成都至重庆间的
列车旅行时间为 9～10 小时，甚至
中途经过的每一个车站、每一个弯、
每一个隧道都刻在脑海中。

2011年，陈柯宇与妻子结婚，妻
子是重庆人。“当时我下班后大概有
40个小时休息时间，但由于成都和
重庆之间火车运行时间太长，一年
也不能去岳父母家几次。”陈柯宇告
诉记者，当时坐火车时间很长，在家
待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赶回来上班，
所以每年仅能去岳父母家四五次。

2015 年，成渝高铁正式开通，
成都至重庆间的旅行时间从之前
的近 10 小时，缩短至 1 小时 30 分
钟。陈柯宇作为首批动车司机，开
通初期便奔忙在铁路线上。“成渝

高铁是当时西南地区第一条运营
时速达300km的高铁线，与之前开
60km/h 成渝铁路火车完全不同，
真正体验到风驰电掣的感觉。”陈
柯宇开心地告诉记者，也正是因为
这条铁路线的开通，他与妻子几乎
每周都会到重庆探亲，高铁列车带
来的便利，让住在重庆的老人，也
有了周末到成都看孙子的打算。

2015年是四川铁路一个历史大
转变时期，之后高铁迎来大爆发，成
雅铁路、西成客专、成贵铁路、绵泸
高铁等相继建成。2020年成渝高铁
提速至 350km/h。一条一条四川成
都的高速铁路通车，陈柯宇不仅是
见证者，还是参与者。“这些线路，我
都跑过，作为这些线路的首批司机，
我感到很荣幸，也很骄傲，见证着成
都一条条铁路线的建成，见证着四
川铁路交通的完善。”陈柯宇说。

6 月 18 日星期六，恰逢周末，陈
柯宇起了个大早，准备带着儿子、老
婆回重庆探亲，同时也给自己放个
假。坐在成都开往重庆的“复兴号”
上，让他不免想起了全家与成渝铁路
的不解之缘。

1982年，陈柯宇出生在一个三代
铁路家庭。陈柯宇的姥爷曾在抗美援
朝中负责铁路运输工作，之后转入铁
道兵一师。父亲曾当过调车员、车站
值班员；母亲当过化验员，负责对出
库内燃机车的燃油进行检验。

1960年，陈柯宇的姥爷带着全家老
小，从东北迁至云南、四川，修建贵昆铁
路、成昆铁路等铁路线。“他们当时都是
坐棚车过来的，就是类似现在拉煤的车
厢，加了顶棚之后运人过来。”据陈柯宇
介绍，妈妈跟随姥爷一路奔波，最终到
了昆明，参与修建成昆铁路，之后出于
铁路建设需要，全家又搬至西昌。

据陈柯宇的妈妈回忆，因为上学，
她不得不走出家门，独自一人去往内
江学习，也正因此，成渝铁路成为她那
时最重要的回忆。“当时车上人很多，
成渝铁路很慢，从成都出发，坐着这趟
车要走六七个小时才能到内江。”陈柯
宇妈妈说，也正是在这条铁路线上，她
逐渐能听懂四川话，能与人交流，见识
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在成都，那时
候一说放假，大家都特别想去成都玩，
当时的成都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
了。”陈柯宇妈妈告诉记者，1974年的
成都市已是车水马龙，人特别多。她与
同学从成都站下火车后，一路步行至
成都动物园游玩，当时的成都动物园
是一处相当受欢迎的游玩之地。

“以前各搞各，现在搞联合！”
——探访川渝毗邻地区唯一农牧高新功能平台

多年前
姥爷坐棚车进川
成渝铁路很慢，成都却很繁华

长大后
他成为成渝线上的火车司机，见证出川大通道建成

未来
多条高铁线路建成，他仍想成为第一批司机

工作中的陈柯宇

1952年7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通车运营 资料图

三合村

成渝铁路、成渝高铁、成雅铁路、
西成高铁、成贵铁路、绵泸高铁……
陈柯宇是成都机务段的一名动车指
导司机。从业21年来，他曾开着速度
仅60km/h的绿皮火车往返于成渝
之间；也曾作为首批动车司机，体验
过成渝间1.5小时直达的高效；更作
为四川各条高铁线路的首批司机，见
证了一条条出川大通道的建成运营。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
运营。作为当时西南人民翘首期盼的
铁路线，它的建成，让“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成为历史。

长鸣的汽笛，滚滚车轮。穿越70载
岁月，成渝铁路依然是成都、重庆间重
要的交通动脉。然而70年后的今天，动
车时速已达350公里，四川铁路交通
通道也从最初的一条线，变成现在的
10余条干线铁路，以及近10条支线铁
路，铁路运营总里程已达5687公里。

上世纪80年代，成渝线简阳站客运职工给车上的旅客倒水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