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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川省21市（州）
最新最低工资标准全部公
布。其中，成都市、甘孜州最
低工资标准分为两档。四川
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成
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
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
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
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新
津区，甘孜州色达县、石渠
县、理塘县、稻城县，最低工
资标准为2100元/月（97元/
日），非全日制用工最低工资
标准为22元/小时。成都市简
阳市、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
市、崇州市、金堂县、大邑县、
蒲江县，甘孜州康定市、泸定
县、丹巴县、九龙县、雅江县、
道孚县、炉霍县、甘孜县、德格
县、白玉县、新龙县、巴塘县、
乡城县、得荣县和海螺沟景区
管理局、亚丁景区管理局，最
低工资标准为1970元/月（91
元/日），非全日制用工最低工
资标准为21元/小时。

自贡、攀枝花、泸州、德
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
乐山、南充、宜宾、达州、广
安、巴中、雅安、眉山、资阳、
阿坝、凉山19市（州）最低工
资标准相同，最低工资标准
均为1970元/月（91元/日），
非全日制用工最低工资标准
均为21元/小时。

据悉，最低工资标准包
含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和住房公积金，但不包括下
列各项：加班加点工资；中
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
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条件或
者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津贴；
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
的非工资性劳动保险福利待
遇；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
的非货币性补贴。

用人单位有条件为劳动
者提供食宿的，在此支出之
外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不
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据成都发布

③

工业项目从拿地到动工
建设一般需花费约150个自
然日，现在在成都，最快5个
工作日内便可完成项目并联
验收审批。

“通过‘线上+线下’的
审批模式，审批流程进一步
提速，我们切实感受到成都
高新区政务服务为企业带来
的便利。”世豪集团开发报建
经理刘硕介绍说，近期他通
过工程建设全流程一站式审
批审查服务中心完成了项目
并联验收的审批，“项目落地
后最怕的就是等，等流程、等
会议、等手续。新的审批体系
明确了30分钟收件、5个工作
日内审批完成的办理时效，
同时企业可以随时查看审批
进度，非常公开透明，大大提
高了企业办事的感受度。”

2021年，成都高新区设
立工程建设全流程一站式审
批审查服务中心，针对工程
建设领域涉及重大经济利
益、专业技术性强、审批流程
长、咨询业务量大的特点，工
程建设审批审查服务事项全

部进驻审批审查中心，打造
“一件事一次办”“仅跑一次”
的“一站式”工程建设审批审
查服务体系。

近日，成都高新区设立
工程建设全流程一站式审批
审查服务中心正式入驻成都
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与其他
部门联动，真正实现企业办事

“一站式”完成。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中心前台共开辟了5个
服务窗口，后台的办公室中，
十余名来自该区公园城市建
设局、生态环境城管局、发展
改革局等不同职能部门的工
作人员正协同办公。

目前，成都高新区工程
建设全流程一站式审批审查
中心已实现主线、辅线56个
高频事项全入驻，涉及4大部
门10余个业务处室，项目投
资报建初步形成“一中心”办
所有事，企业在工程建设全
流程需要咨询的主线、辅线
事项，均可在“中心”一步咨
询到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紧接 01 版 习 近 平 表
示，国际社会应不断凝聚促
进发展的强大共识，努力营
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
积极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携手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
系。我相信，国际民间社会
将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

地落实构筑更加坚实的民
意基础，提供更加有力的民
心支撑。中方愿同各方携手
努力，加速推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共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
繁荣发展新时代作出更大
贡献。

四川最低工资标准公布 成都分两档

成都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再提速
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并联验收审批

8月12日，记者从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获悉，截至2022
年8月11日，成都轨道交通线
网累计客运量突破90亿乘
次，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超
60%，成为引领乘客便捷出
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扮靓
城市窗口形象、展现公园城
市文明的重要“阵地”。

8月11日，成都地铁单
日客运量也重回500万乘

次。目前，成都地铁已与重
庆、西安、南昌、郑州、广州5
座城市的轨道交通出行二
维码实现跨区域互联互通，
架起了城际文化沟通“关键
桥梁”，对助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促进区域轨
道交通融合共通起到重要
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8月12日，来自四川省发
改委对外公布的一组数据显
示，今年1—7月，160个共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
目继续加快实施，已累计开
工153个、完成投资4599.7亿
元 。其 中 ，今 年 完 成 投 资
1287.5亿元，年度投资完成
率70.2%。

在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方
面，已开工38个、累计完成投
资2016.4亿元，其中，今年完
成投资519.1亿元。成达万高
铁先期开工点华蓥山隧道掘
进2071米，乐山机场进场道
路工程已完工，内江至大足
高速公路四川段控制性工程
已完工，涪江干流梯级渠化
双江航电枢纽工程主体工程
加快施工。

在现代产业项目方面，
已开工69个、累计完成投资
1852.3亿元，其中，今年完成

投资590.9亿元。宜宾锂电产
业、华润微电子12吋功率半
导体晶圆生产线等34个产业
项 目 年 度 投 资 完 成 率 超
80%。

科技创新、文化旅游、
生态环保及公共服务项目
已开工46个、累计完成投资
731亿元。其中，今年完成投
资177.5亿元，年度投资完成
率79.1%。孵化加速器项目
加快土石方施工，无线能量
传输及环境影响科学工程
（一期）加快开展内部装修，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四川）大楼正在开
展验收工作，智慧医疗医学
中心二期项目大楼主体封
顶，国家西南区域应急救援
中心正加快现场道路和土
石方回填施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叶燕 宋嘉问

今年前7月
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大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超70%

成都轨道交通累计客运量
突破90亿乘次

当前，成都正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
治理新路径，以“智慧蓉城”建设为牵引，全
面推动城市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让
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成都在加快建设

“智慧蓉城”的过程中，诞生了更多新场景新
机会，也对项目招引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也在积极谋划，抢滩新赛道。”刘
新常以成都科创投集团投资的智能专用车
龙头企业希迪智驾为例，希迪智驾是香港
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孵化并担任董事长的
独角兽公司，专注于商业车自动驾驶技术
开发与智能网联设备制造，公司的智能网
联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智慧矿
山技术引领全行业。

“希迪智驾的技术和工程化能力与成
都市‘智慧蓉城’的落地场景遥相呼应，我
们敏锐洞察了其中的投资机会，C轮领投

希迪智驾，并于今年3月底完成交割。”刘新
常介绍，完成投资后，今年4月1日，希迪智
驾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希迪智驾（成都）科
技有限公司，落户成都市高新区。截至目
前，希迪智驾（成都）已经组建了以3名博士
为核心的工作团队，未来将把成都打造为
希迪智驾的第二总部，发展为集研发、生
产、营销为一体的运营中心。

另一方面，刘新常表示，通过投资希迪
智驾等智能驾驶项目，成都科创投集团广
泛接触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并对激光雷
达、毫米波雷达、汽车算力芯片、智能座舱
等上游企业实行研究和尽调，纳入动态项
目库。未来有望投资并招引一批自动驾驶
产业链企业，共同助力成都智能驾驶行业
发展，推动“智慧蓉城”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图据受访者

成都创投企业：
我们这样引来“凤凰”

京沪两家“专精特新”企业相继落子成都

7月底，上海拓及轨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金牛
区完成工商变更，更名为四川拓及轨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拓及股份”），实现了从上海到成都的整体搬迁；8月
初，北京凝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锦江区白鹭湾科技园正
式落地四川凝思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凝思软件”）作为西南
总部，将建研发中心、销售中心、工程中心和数据中心，构建北
京、成都“双中心”布局。

企业从北京、上海迁至成都，这打破了许多人的固定认知，
但从城市发展逻辑来看，龙头企业迁移并不意外。

目前，成都明确了高端软件、轨道交通等方面的20条产业
链，特别明确要在引优育强链主企业上下更大功夫，包括围绕链
主企业实际需求“一企一策”加强专项服务，鼓励链主企业在蓉
设立研发运营总部、配送结算中心等机构。

引优育强链主企业，成都如何做？
近日，上述两个项目落地背后的重要推手、已覆盖成都建圈

强链14个产业链的成都科技创新投资集团，讲述了一个关于资
本运作、业务拓展、市场赋能、抢滩新赛道的故事。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刘新常看来，在引优育强链
主企业的过程中，城市能否在资本引入、供应链完善和市场
拓展上提供助力，影响着企业的选择。

“近年来，成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提升，这是我们得以成
功招引‘专精特新’企业的根本原因。”他以三个转变，来讲述
成都营商环境之变。

从政府支持政策来看，通过场景营城、定期举办发布会
和推荐会等，成都正在从传统的为企业“给优惠”加快转变为
持续性、多维度“给机会”，这正成为越来越多高科技、新经济
企业落地成都的重要考量之一。

以拓及项目为例，其总体搬迁到成都的重要考量之一，
就在于成都着力打造宜居生态场景，打造以轨道交通为主体
的绿色交通体系，为企业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供了机遇。

从产业发展空间载体来看，成都正从传统“供厂房园区”
向“供科技创新平台”转变，良好的本地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正在成为成都建圈强链、招商引智的新优势。

拓及项目最终落地在了中铁产业园，其主要考量是该园
区设有技术认证中心、安全认证中心等技术服务设施，同时检
验检测、设计等企业以及西南交大国家轨道交通电器产业转
化中心等科研院所聚集，为企业柔性供电等技术开发提供了
多维度支撑。

从资本赋能来看，成都正从传统的“单一要素投入”向
“全方位资源配置”转变。

以凝思软件为例，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外，成都科创投集团
还积极协助其对接市场资源，对企业拓展金融、信息等领域市
场，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推动企业落地成都的重
要因素之一。

“目前，成都科创投集团已储备了300余个创新创业项
目，可以期待的是，未来，将有更多行业龙头项目来到成都。”
刘新常表示，成都始终如一地对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给
予大力扶持，成立成都科创投集团这样市场化、专业化的机
构就是一个具体体现。

采 访 手 记

缺啥就补啥，在业务拓展和资本运作
上为链主企业积极赋能，这是成都科创投
集团的经验。

成都科创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刘新常以拓及股份为例表示，成都市轨交
系统全国排名前列，运营里程数排名第四，
未来规划里程数超1000公里，发展空间巨
大。“成都市轨交虽强，但是没有培育出本
土综合实力强、产学研兼备的轨交设备上
市公司，与成都市轨交行业地位不匹配。”

针对这一情况，成都科创投集团以投
促招，引进了轨道交通设备龙头——拓及
股份。

拓及股份是上海“专精特新”企业，长
期聚焦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通过尽调，成
都科创投集团发现，该企业具有较强的设
备集成和创新能力，在国内轨道交通直流
开关柜细分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二，且公司
业绩稳定，在手订单充足。

“我们果断选择了领投。”刘新常告诉
记者，投资后，上海拓及实现总体搬迁，总
部从上海搬迁到成都，变更为四川拓及轨
道交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除了直接投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
过整合成都轨交资源，做好投后赋能，从

战略上帮助拓及股份横向拓展，纵向延
伸，助推弓网检测、柔性供电等高校科技
成果落地融合发展，探索建立了‘龙头企
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国有资本协同’的
科技成果转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刘新常
表示，成都科创投集团帮助其收购弓网检
测，并推动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的合作，
从而更好地与成都轨道交通产业产生协
同效应。同时，以上下游、左右岸强链固链
为契机，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协同西
南交通大学成立合资公司，推动轨道交通
供电技术革新，助力打造整体供电系统的
研发、设计、生产、工程、服务以及轨道交
通智能运维系统，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
深度融合。

“良好的本地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以
及非常市场化专业化的创投机构”，也是拓
及股份董事长张双云提到的关键词。他表
示，落地后，拓及股份将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上千个。他还透露，合资公司为亿元级项
目，着眼于国内领先的柔性供电课题，将涉
及发明专利20多项。“柔性供电是成都轨道
交通产业强链补链重要一环，未来该公司
在助力成都‘建圈强链’的同时，产品应用
后还将助力成都实现‘双碳’目标。”

链主企业是产业建圈强链的主引擎，
引优育强链主企业，需要围绕链主企业实
际需求，“一企一策”加强专项服务。

“对于部分链主企业来说，他们不缺资
金，更需要市场赋能。”刘新常以凝思软件为
例，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基础软件“卡脖
子”局面仍然严峻，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微
软、Red hat（美国公司）等也占据了绝大部
分市场份额。

如何“破局”？成都科创投集团“盯上
了”凝思软件。

凝思软件成立于2016年，为国内先进
的安全操作系统厂商、北京市“专精特新”
企业，致力于提供电力、金融、通信等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软件。今年3月，
成都科创投集团在B+轮融资中与联通资
本一起投资了凝思软件。

成都科创投集团完成投资后，凝思软
件于今年4月在成都开始打造西南总部，
并于8月初在成都锦江区白鹭湾科技园正
式落地四川凝思软件有限公司，助力成都
高端软件产业发展。

刘新常坦言，吸引凝思软件在成都设
立西南总部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投资，而
是市场赋能——依托成都科创投集团在
川在蓉资源，凝思软件与成都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四川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
力其在金融领域率先落地；同时，与大数
据公司、新津数字化公司开展了业务对
接。此举，一方面帮助凝思软件实现业务
横向拓展，从电力行业拓展到金融、信息
等行业；更重要的是，协助成都市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实现自主可控，保证了成都市
数字底座安全可靠。

这一点，在企业方也得到印证。
“成都有广大市场、机会，让基础软件

有更多用武之地。”北京凝思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四川凝思软件有限公司负
责人彭志航表示，在成都新设西南总部之
前，凝思软件主要聚焦工业互联网领域，在
成都设立总部后，在成都科创投集团赋能
下，未来，在原有市场基础之外，凝思软件
将实现向金融、电信、轨道交通等方面横向
拓展，并有望在西南地区实现全行业拓展。

“精准目标”促进优质企业新落地

缺啥就补啥

“一企一策”加强专项服务

资源赋能

助力成都“智慧蓉城”建设

抢滩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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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及产品

凝思软件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