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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 潮购 夜耍…… 成都全域氛围感拉满

2022成都汽车消费月来了

此心安处是吾家，“蓉漂”
之后再无漂泊。按照“成都人才
新政3.0版”，符合《成都市人才
安居资格认定办法》条件的A、
B、C类人才可不受工作单位注
册地限制跨区域优惠购买人才
公寓。那么如果想购买人才公寓
具体怎么操作呢？8月26日成都
市委人才办、成都市住建局对政
策进行了详细解读。

哪些人才可以申请？

符合《成都市人才安居资
格认定办法》条件的A、B、C类
人才都是哪些人呢？具体而言：

A类人才主要包括：诺贝
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
誉学部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杰出人才人选；
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人选；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才。

B类人才主要包括：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
青年科技奖获得者；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中除
杰出人才之外的人选、国家海
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除顶尖
人才与创新团队之外的人选；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
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
以上获得者或项目主要完成人
（前3名完成人）；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省
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相
当于上述层次的领军人才。

C类人才主要包括：省青年
科技奖获得者；省有突出贡献
的优秀专家；天府峨眉计划人
选；天府青城计划人选；四川杰
出人才奖获得者；“蓉漂计划”
人选；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家；享受成都市政府特殊
津贴人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或项目主
要完成人，省自然科学奖、技术
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类一等奖
及以上获得者或项目第一完成
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及以上获得者或项目第一完
成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
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技
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领衔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人
才计划”入选者；相当于上述层
次的领军人才。

申请购买人才公寓，
还要符合哪些条件？

根据《成都市人才公寓租
售管理办法》，申请购买人才公
寓须取得人才安居资格。那么

A、B、C类人才满足什么条件
就可以取得安居资格呢？

第一，与本市用人单位签
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
（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与社会保
险缴纳单位须一致）。

第二，在四川天府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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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工作的，须在本
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且未享受过
其他住房优惠政策。

在成都东部新区、简阳市、
都江堰市、彭州市、邛崃市、崇
州市、金堂县、新津区、大邑县、
蒲江县工作的，须在用人单位
注册地所在县市无自有产权住
房且未在当地享受过其他住房
优惠政策。

条件已经符合，
如何申请安居资格？

第一步，点击登录：成都人
才安居服务网；第二步，点击

“立即申请”。
需注意的是：若申请人暂

未在成都工作，但有来蓉工作
的意向，可点击“人才安居资格
预申请”，后期当申请人来蓉工
作符合成都市人才安居资格条
件时，可正式申请人才安居资
格，通过审核后取得的安居资格
时间将以资格预审时间为准。

若申请人已在蓉工作且符
合人才安居条件，即点击“人才
安居资格申请”。

第三步，按提示在线完善
个人信息；第四步，完成安居资
格（预）申请。

这个阶段，请耐心等待并
查询申请结果。

取得安居资格后，
如何购买人才公寓呢？

第一步，点击登录：成都人
才安居服务网；第二步，点击

“租购报名”。其中，A、B、C类
人才可不受工作单位注册地限
制跨区域登记。

第三步，进行租购登记。
按照提示信息，逐步完成

租购登记。
第四步，现场选房签约。
选房顺序将按照人才类别

由高到低依次选房，相同类别
的人才以取得安居资格的时间
先后顺序选房。

据成都市委人才办、成都
市住建局提示：成都市人才公
寓申请、受理、审核、分配及管
理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执
行，无需缴交其他任何费用。若
符合人才安居资格认定条件的
申请人，应统一通过成都市人
才安居服务网提出申请，经主
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取得人才
安居资格。任何房地产中介机
构或个人不具备代办、代购人
才公寓的从业资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四大主题
覆盖IP全产业链与新业态

“今年的展会，我们核心是以IP为
中轴，以动画动漫、潮流玩具、国潮文
化，以及沉浸式互动娱乐等作为载体，
为数字文创产业搭建交易、展示平台，
推动整个城市数字文创产业发展。”中
国IGS数博会组委会秘书长刘浩天称。

据悉，今年中国IGS数博会将以“一
展一会”为核心，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热
点，汇集科技、动漫、潮玩、游戏、电竞、
影视等行业头部厂商和顶级IP，搭建产
业上中下游资源聚合和交流平台，集中
展示数字文创产业的最新成果。

“一展”方面，本届IGS数博会分为
次元会场、游趣空间、潮流大陆、数字绿
洲四大主题，不仅覆盖动漫游戏等数字
娱乐核心产业，也将风口上的潮玩、虚
拟娱乐纳入其中。

具体到各分区的参展厂商和IP，国

风国创分区聚集了爱奇艺动漫、艾漫、艾
尔平方等业内知名平台和企业；游戏分
区则汇集诸多经典IP。值得一提的是，部
分知名数字文创品牌也选择在展会期
间进行产品预售或首发。

除了对数字娱乐产业的横向展示，
“一展”也对“IP版权-内容制作-传播
发行-衍生品开发-内容消费”进行全
产业链覆盖。此外，打造虚拟娱乐沉浸
式体验，也是展会一大亮点。

新经济展会
助力中西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年初，成都发布了《成都市“十
四五”世界文创名城建设规划》，重点指
出成都将以传媒影视、创意设计、现代
时尚、音乐艺术、动漫游戏、会展广告等
八大产业为发展重点，打造附加值高、
原创性强、成长性好的现代文创产业体
系。2022年1-6月，成都文创产业增加

值实现1049.23亿元，占全市上半年
GDP的10.53%，实现了稳步增长。

半年突破千亿产值，成都文创产业
亮眼的成绩背后，是数字文创企业始终
致力于优质内容生产，打造成都城市
IP，擦亮城市文化名片，更是政府部门
因地制宜，制定多项扶持政策为文创产
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从平台来看，相比上海有“China-
Joy”、杭州有“杭漫”，经过4年发展，中
国IGS数博会已经成长为中西部最大的
数字文创新消费、新场景、新产业平台。
刘浩天表示，过往三届中国IGS数博会，
累计展示3万多个国内外知名展商IP、
完成超225亿交易额。

今年4月，中国IGS数字娱乐博览
会迎来全面升级，经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批准，“IGS·成都（国际）数
字娱乐博览会”升级更名为IGS·中国
（成都）国际数字娱乐博览会，成为中
西部地区唯一一个“国字号”数字文
创类博览会。

“对于数字文创产业而言，中国IGS
数博会是一张行业名片，吸引上下游产
业链看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刘
浩天举例，今年8月中旬，借由新飞翔集
团产业运营，盛趣游戏母公司世纪华通
将“西部区域总部基地”落在成都，除了
助力中西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世纪华通还将立足成都，寻求云数据业
务向西部进一步的布局。

据悉，本届中国IGS数博会也将通
过整合行业资源，为游戏企业生长出海
提供投融资、平台对接等垂直化服务，
通过展会的流量窗口，为产业合势生长
搭建聚力舞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买车潮购夜耍，畅享消费新体验

作为2022成都汽车消费月活动开
启地，龙湖上城天街地处成都蓉北商
圈，该区域是成都城北人流商流最汇
聚、优质载体最聚集、公共交通最便捷
的商业核心区。

在开幕式现场，龙湖上城天街与羊
西线汽车产业园跨界联动，奔驰、宝马、
奥迪、保时捷、林肯、特斯拉、比亚迪、问
界、合创等17个品牌的32台燃油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亮相活动现场，消费者可以
一站式看车、比车、询价和签单，参展的
车企将推出抽奖、超值礼包、车展价格
同步享等多重优惠活动和优质购车服
务。消费者在看车、购车的同时，还可享
受美食、娱乐、亲子、购物等多重服务，
实现边逛商场边购车的全新体验。

金牛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为
激发主体活力、助力企业纾困，进一步
提振汽车行业消费信心，发挥汽车消
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金牛区还将推
出一揽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并联动
发放家电权益券，促进汽车、家电销售
双向引流，单台车销售最高可享3000
元奖励+600元家电权益券。同时，金牛
区汽车企业也同步推出优惠大礼包，
多渠道刺激消费活力，助力消费者纵
享购车嘉年华。

汽车促消费活动丰富多彩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
都汽车消费月活动与第25届成都国际
汽车展览会同期启动，除了金牛汽车嗨
购节，各区（市）县和重点汽车品牌企业
也将配套开展丰富多彩的汽车促消费
活动。

8月27日-28日，将在麓坊运动公
园开展“从‘新’出发——天府新区汽车
促消费活动”，举办成都国际车展配套
啤酒节活动，联动线上餐饮、啤酒、汽车
销售企业，满足车展观众消费需求。同
时，麓坊运动公园还将举办天府·公园
运动节活动，聚合100余个新锐运动俱
乐部、潮流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和餐饮美
食品牌，集运动体验、潮品售卖、啤酒美
食、音乐演艺于一体。

“嗨淘智享·潮派城南”高新城市驰
骋季促消费活动将于9月中上旬在交子
大道启动。届时，交子车展将有高新区
内多家汽车品牌现场亮相进行展示展
销活动，同期发放《高新2022购车福利
指南》，开展购车分期付款享贴息礼、免
费养车礼包、抽奖赢取定向微信立减
金、满额赠汽油超值礼或兑换好礼等特
惠活动，同时还有夏夜微醺舞会、社恐
畅饮市集等配套活动，吸引消费者聚集
现场咨询体验。据悉，高新区还将发放

800万元汽车消费券。
武侯区汽车消费券活动仍在如火

如荼进行中，活动从8月延续到10月，将
依托中国银联云闪付APP平台，发放共
计3000万元汽车消费专项消费券。个人
消费者在武侯区参与活动报名的汽车
销售企业购置家用乘用新车（含新能源
汽车），且活动期间在车管所登记上牌
的，根据裸车价格给予个人消费者定额
云闪付红包补贴。

“买汽车到成华，双重大礼来了”从8
月延续到12月，将联动云闪付（中国银联
四川分公司）平台，发放1000元、2000元、
3000元三种成华区汽车消费劵，预计共
发放2600万元共6400张券。同时，每月还
将组织一次汽车消费抽奖活动，5期抽奖
奖金共400万元，每期奖金80万元（一等奖
10万元1个；二等奖2万元10个；三等奖1万
元50个），在成华区参加活动的限额以上
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不含税价10万元（含）
以上小汽车新车的消费者个人，可在汽
车经销企业的指导下申请报名参与。

除此之外，还有新都区系列汽车促
消费活动、温江区2022成都户外音乐啤
酒季温江主会场“城市FUN趣·汽车嘉
年华”活动、2022双流汽车消费节、彭州
消夏月·“绿”动汽车总动员等各具特色
的汽车促销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中国IGS数博会昨日开幕
成都打造数字娱乐产业新名片

■ 26日，第四届中
国（成都）国际数字
娱乐博览会（下称中
国IGS数博会）在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开幕，展会将
持续至8月28日。

■ 记者了解到，今
年4月，中国IGS数
字娱乐博览会迎来
全面升级，经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批准，“IGS·成都
（国际）数字娱乐博
览会”升级更名为
IGS·中国（成都）国
际数字娱乐博览会，
成为中西部地区唯
一一个“国字号”数
字文创类博览会。

好
耍
又
好
看
的
都
在
这
里

■ 8月26日上午，第
25届成都国际汽车
展览会（以下称“成
都国际车展”）开幕，
而当晚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主办、成都市
商务局和金牛区人
民政府承办的2022
成都汽车消费月暨
金牛汽车嗨购节启
动仪式在龙湖上城
广场拉开帷幕。

■ 该活动从8月26
日延续至9月30日，
包括9个配套区（市）
县活动，将充分联动
汽车、文旅、餐饮、零
售等行业市场主体，
开展主题化、特色化
促销活动，进一步提
振消费信心，激发消
费活力，促进汽车消
费市场繁荣。

成都市A、B、C类人才
跨区购买人才公寓怎么操作？

详细解读来了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虚拟娱乐沉浸式体验

昨日，第二十五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以下称“成都国际车展”）在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正式开幕。本届成都国际车展是今年首个如期举办的A
级车展。在本届车展上，新能源品牌占比再创新高，覆盖两个展馆，印证了
当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火爆。因疫情防控需要，所有人员开展期间（8月
26-9月4日）入场须持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入场请提前做好健康码申领、
行程码核验等相应准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摄影王勤 紧接01版 为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翻译是促进

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
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
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
义经典翻译传播，十七、十八世
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
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
极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通
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
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
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

习近平表示，各位专家长
期在中国工作，对中国历史文
化、民族特点、发展历程有着
深刻理解。希望你们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用融通中外的语
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
故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
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
交流沟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外文出版社成立于1952
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对外
出版机构。70年来，外文出版
社用40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
万多种图书，包括领导人著
作、党政文献、国情读物、文化
经典等，全球发行超4亿册。近
日，外文出版社的5名外国专
家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了
参与翻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等图书的深切感受，表
达了从事让世界读懂中国工
作的自豪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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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资金金额需要结合
各地物价涨幅进行具体测算

会上，万劲松指出，价格补
贴联动机制是根据各地物价涨
幅来启动的，补贴标准也与当
地物价涨幅挂钩，补贴资金金
额需要结合各地物价涨幅进行
具体测算。

万劲松表示，结合今后一
段时间国内物价涨幅的预测，
对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后，需要发放的补贴资金以
及增支金额进行了初步估算，
预计今年9月份至明年3月份，

各地将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
时补贴约200亿元，其中因扩大
保障范围、降低启动条件而增
加补贴发放约70亿元。

万劲松介绍，增支资金保
障渠道上，除对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和失业补助金人员的增
支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
支外，对其他困难群众增加发
放的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分
地区给予补助，其中东部地区
补助30%、中部地区补助60%、
西部地区补助80%。价格临时
补贴由地方先发放，中央财政
后结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实习记者 王辰元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