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十园百片”
成都将打造

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到2024年末，粮食产量达230万吨以上

02

教育支持 保险支持 住房支持 就业支持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本报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邮编 610017 报料、发行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邮箱sb86612222@163.com 今日零售价 每份1元
邮政客户订阅电话 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 BK.11185.CN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118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邮发代号：61-604 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9905期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七月二十 今日市区 多云间晴 26～41℃ 南风1～2级总编辑 汤晓初 值班编委 张元龙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8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向埃
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埃及
发生教堂失火事件，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
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
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
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埃及发生教堂失火事件
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
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
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
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
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让政策福利进一步惠及
民众，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
教育一体考虑，从提高优生优育服
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完
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
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
环境，加强宣传引导和服务管理等
7个方面，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
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
支持措施，提出20项具体政策。

8月1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旅投创新第一届招商发展
大会暨天府国际动漫城&头部企业
签约发布会”上获悉，四川旅投集团
宣布与世纪华通集团、新飞翔科技
集团达成深度战略合作，三方将共
同搭建“产、商、游”一体化数字文创
产业体系，助力成都打造中国最适
宜数字文创发展的城市。

助力高质量发展
世纪华通西部总部来了

据悉，本次战略合作将基于新
飞翔自身在全国数字文创产业的优
势资源，与四川旅投共同打造“天府
国际动漫城”；与世纪华通共建共营
世纪华通西部总部，并基于此开展
一系列生态布局，助力西部文创产
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新飞翔科技集团将
整合自身产业运营能力，联合世纪
华通集团的科技实力，以产业创新
为驱动共建共营世纪华通西部总
部，并围绕世纪华通西部总部延展
数字文旅、数字文化教育、数字文
创、互联网游戏、数字医疗、数字孪
生、云数据、数字版权保护、数字场
景消费、元宇宙等多个前沿领域。

世纪华通作为国内数字文化板
块的龙头企业，近几年除了不断丰富
产品及IP矩阵之外，也在不断创新数
字文化的应用场景，拓展数字技术的
应用边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世纪
华通“落子”成都，除在上述前沿领域
进行拓展外，世纪华通在西部的云数
据业务将接入新飞翔旗下斑驳数字
云平台，为成都乃至西南片区的数字
文创企业提供更强大的运算能力。

“3+N”模式
健全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据悉，此次战略合作也不局限
于头部资源的引入，还将带动区域
集群，助力成都做大做强数字文创
领域产业链“蛋糕”，为中小企业提
供更多机会。具体来看，三方将以

“3+N”模式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健
全中小企业聚合的产业集群。

新飞翔科技集团执行总裁刘浩
天表示，助力成都数字文创产业建圈
强链，也是此次三方“战略合体”的目
标。他表示，希望通过三方的平台资源
影响力为产业升级提供服务，在这一
设计思路下，合作领域覆盖前端数字
消费场景营造及后端产业链、技术研
究与开发，各方形成有效整合，从而为
成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打底”。

8月16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管理局获悉，《成都市
立体绿化实施办法（征求意见
稿）》（简称《征求意见稿》）正
在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9月15日17：00。

非市政公用设施
也可实施立体绿化

《征求意见稿》提出，城市
高架桥、立交桥、人行天桥和涵
洞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适宜立
体绿化的，应当实施立体绿化；
非市政公用设施的所有权人可
以在符合安全和防水要求的前
提下，实施屋顶绿化、墙体绿
化、棚架绿化、架空层绿化和窗
阳台绿化等立体绿化。

立体绿化的最大特点，是
它可以将绿化从平面转变为
空间，丰富城市建筑的形状和
轮廓，丰富城市居民的视野。

根据《征求意见稿》，实施
立体绿化应当根据建（构）筑
物的屋顶、架空层、墙（面）体、
窗阳台和构筑物顶部、棚架、
桥体、硬质边坡等空间特点，
采用不同的立体绿化形式。

具体来看：屋顶绿化是在
能满足房屋安全要求的建
（构）筑物顶部采用种植乔木、
灌木、草坪、地被植物等方式
实施立体绿化。

架空层绿化是在建（构）
筑物的架空层采用种植乔木、
灌木、草坪、地被植物等方式
实施立体绿化。

墙（面）体绿化是在各类墙
（面）体、廊柱、围栏等外表面采
用攀爬式、垂吊式、模块式、铺
贴式等类型实施立体绿化。

桥体绿化是指利用立交
桥、跨河桥、高架桥、人行天桥

等桥梁设施的引桥墙（面）体、
中央隔离带、防撞墙、桥墩等部
位，在条件允许且保证安全及
桥梁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的前提
下，进行桥梁荷载验算后，采用
适当的立体绿化形式和植物种
类进行立体绿化……

立体绿化面积
可折算为绿地面积

为鼓励新建非市政公用
项目实施立体绿化，《征求意
见稿》提出，新建非市政公用
项目依照本办法实施立体绿
化的，立体绿化面积可在项目
报建审批过程中区分情况，在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由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核验通过后，
按照一定比例折算为项目绿
地面积，抵扣绿地率。

在屋顶绿化折算方面，屋
顶绿化面积折算为绿地面积
的比例分别为：乔木100%、灌
木70%、草坪20%。

在墙（面）体绿化折算方
面，墙（面）体绿化覆盖面积折
算为绿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模块式和铺贴式等（含结构安
装型）50% 、攀爬式和垂吊式
等20% 。值得注意的是，立体
绿化抵扣不得超过最低绿地
率的20%。

同时，为强调对立体绿
化 的 鼓 励 和 支 持 ，市 和 区
（市）县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可
会同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立
体绿化有关“最美屋顶”“最
美阳台”“最美坡坎崖”等“最
美”系列评选活动，通过活动
宣传、精神和物质奖励等多
种形式提高社会企业、社会
团体和市民参与立体绿化的
积极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17部门联合发文进一步完善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支持有条件幼儿园招2-3岁幼儿
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屋顶、墙面、桥体……因地制宜呈现多种景观

成都拟鼓励开展
立体绿化建设

助力打造中国最适宜数字文创发展的城市

世纪华通“落子”成都

8月16日，旅投创新第一届招商
发展大会暨天府国际动漫城&头部
企业签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会上，成都中贸文创会展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旅投旅游创新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重视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爱漫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四方战略生态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中国IGS数博会（以下简称：IGS）和中
国西部动漫文化节（以下简称：西漫）
这对成渝展会品牌正式“官宣”，双方
将在机制协同、服务生态等领域“联
动”。根据协议，每年7月，西漫定期组
织重庆地区数字文创优质企业到蓉
参展、走访；同年10月，IGS定向邀请
成都本土的优质数字文创企业赴渝
参展、走访。成渝联动，一年“两展”，
真正打造固定信息通路。此外，“两
展”还进一步畅通了数字共享，为川
渝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数字经济、
IP产业、文化新消费场景、引才交流、
品牌孵化注入极核动力。

“‘双展’整合有利于聚合中西
部优势资源，带动提升中西部展会
的国际影响力，联动大型城市营销，
形成‘1+1>2’的效果。”中国IGS数
博会组委会秘书长刘浩天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实习生 刘炜炼

四川旅投作为国内文旅
龙头企业的“业态引力”，借
助世纪华通的“科技实力”，
新飞翔的“产业运营内力”，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
字文创产业集群发展，助力
西部地区在数字文创这条赛
道上实现“加速超车”。

成渝“联展”
1+1>2

中国IGS数博会与西部
动漫节达成战略合作

《意见》指出，住房政策向多子
女家庭倾斜。

《意见》指出，各地在配租公租
房时，对符合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
的家庭，可根据其未成年子女数
量，在户型选择方面给予适当照
顾；优化公租房轮候与配租规则，
对符合条件且子女数量较多的家
庭可直接组织选房；完善公租房调
换政策，对因家庭人口增加、就业、
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调换公租房
的，根据房源情况及时调换。

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
赁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可按照实际
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金；对购买
首套自住住房的多子女家庭，有条
件的城市可给予适当提高住房公
积金贷款额度等相关支持政策。

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善生
育保险等相关社会保险制度，逐
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
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

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
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强化
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
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
保障生育保险基金安全。有条件
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
育保险。未就业妇女通过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生育医
疗待遇。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
育保险费），保障其生育权益，所
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

《意见》指出，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
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支持有
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意见》明确，2022年，全国所
有地市要印发实施“一老一小”整
体解决方案。通过中央预算内投
资支持和引导，实施公办托育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建投
资和社会投资。

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十
四五”时期，拓宽托育建设项目申
报范围，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大支
持力度给予建设补贴。鼓励有条
件的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开
设托育服务相关专业，加快培养
专业人才。

《意见》指出，构建生育友好的
就业环境，鼓励实行灵活的工作方
式，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用人单位可结合生产和工作实
际，通过与职工协商，采取弹性上下
班、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为有接送
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家子女
等需求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帮助
职工解决育儿困难。

推动完善促进妇女就业的制度
机制，加强对女性劳动者特别是生
育再就业女性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持续开展就业性别歧视约谈工作，
依法查处侵权行为。督促用人单位
依法依规落实对孕产期、哺乳期女
职工关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劳动
强度等方面的特殊劳动保护。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三方联动
建圈强链

降低托育机构成本
鼓励高校开设专业

辅助生殖技术项目
逐步纳入医保范围

多子女家庭购首套房
可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

鼓励灵活工作方式
解决职工育儿困难

制图 李开红

成都天府国际动漫城项目效果图

东城根街下穿隧道的立体绿化场景 陶轲 摄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常斐）昨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凤朝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177次常务会议，研究审
议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成都市市
长质量奖管理办法等议题。

会议强调，推动全民科学
素质提升，是服务科技强国战
略，全面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
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
要认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
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决策
部署，坚持精准施策，推动各
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要抓好重点工程，以“六项重
点工程”为抓手，加快完善科
普基础设施、提升科普能力、
建强人才队伍，为市民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科学文化公共服
务供给。要强化系统推进，结合
全国科普示范区创建等工作，

加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
同推进的“大科普”格局，切实
强化宣传引导，加强组织保障，
推动方案落地落实。

会议指出，成都市市长质
量奖是成都市人民政府设立的
最高质量荣誉奖，目的是树立
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发展理
念，推动全社会共同提升“成都
质量”。要充分考虑新经济、“专
精特新”、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
业和个人的参与度，通过评奖
活动传播先进质量理念，发挥
激励引导作用。要细化评选标
准，确保评选过程公平公正，评
选结果经得起检验。要树立质
量标杆，高标准筹备第五届中
国质量大会在蓉举办，不断提
高“成都造”产品和企业的品牌
影响力、市场竞争力。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
事项。

王凤朝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77次常务会议

研究审议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实施方案等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