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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家外资银行

集中在一个区开分行

2014年，3家知名外资银行在成都开办分

行，让成都在外资银行数量和金融业国际化水

平上稳居中西部第一。令人吃惊的是，这3家外

资银行的分行都开在了锦江区。

2014年5月，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正式开业。全球银行业排名前20位的澳新

银行，也是在5月，其成都分行正式开业迎客。去

年12月， 创立于1899年的台湾第一商业银行，其

成都分行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开业揭牌，这是中

西部地区开设的第一家台资商业银行。恒生中国

副董事长兼行长林伟中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

式正在发生转变， 现在的西部有很多发展机会。

而到西部来，四川和成都是必然选择。

“3家外资银行同一年在一个城市开设分

行，还集中在一个区，非常少见。”锦江区投

资促进局有关负责人说，“我们的投资促进

工作，主要就围绕‘1+4+N’产业体系，在总

部企业引进、新兴金融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引进、楼宇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寻求突破。”

例如围绕现代商贸业发展，将依托“春熙路-

盐市口”、“红星路-大慈寺” 和锦江国际新

城三大商圈升级，注重商业品牌、体验式消费

等的领军企业引进， 结合全渠道模式零售模

式，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等。

富邦财险

四川分公司上半年开业

九眼桥桥头的天府国际16楼，一家新公司

正在为开业做准备———这里就是富邦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筹）。富邦财产保

险有限公司是台湾第二大上市金融控股公

司———富邦金控旗下公司。

在台湾地区占据领军地位的富邦财产保

险，将把同样的理念和服务带到成都。例如为

客户及时争取足额的保险赔付，万元以下赔付

结案时间不超过1天等等。

“公司还在筹建中，争取在上半年正式营

业。之所以选择入驻锦江区，完全是因为这里

的服务和环境。”在公司筹备组负责人代云飞

看来，人就是“第一环境”。“我们为公司选址

时，锦江区投促局工作人员主动找上门，提供

专业推荐；在我们办理相关手续时，派专人陪

同和帮助我们……”

2015年， 锦江区将力争引进传统及新型

金融企业30家。 该区投促局有关责任人介绍

说， 接下来将积极研究体验式消费、 产业融

合、文化金融等新型商业模式；深入研究以私

募股权基金、信托、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等

为代表的新兴金融业， 大力拓展金融企业发

展空间， 全面提升招商服务团队的专业知识

和专业素质。

1+4+N

产业体系

□以总部经济为

龙头

□以现代商贸为基

础，以文化创意、金

融服务、 旅游休闲

为支撑

□以网络经济、节

能环保、 健康养老

等新兴服务业为增

长点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摄影记者 陶轲

“能不能详细了解一下会议的

主要议程？”“贵公司董事长还有哪

些行程？”

昨天一上班， 锦江区投促局金

融服务部部长严永航就和往常一样，

忙活开了。

富邦财产保险公司四川省分公

司（筹）是锦江区引进的一家新企

业。虽然公司还没有正式营业，但马

上要承办一个全国保险行业的会

议。“到时候，母公司富邦金控集团

的董事长也要来。 如果能借这次机

会，让董事长更了解锦江区的优势，

说不定能争取到富邦金控集团旗下

的更多业务板块到锦江来发展。”

本科读计算机，硕士念的工商

管理， 严永航并不是金融科班出

身。可现在，说起银行、保险、租赁、

贷款等，他俨然一位业内人士。

2008年， 小额贷款公司刚兴

起，很多部门知之甚少。当时国内

排名前三名的瀚华小贷落户锦江

区。开业当天，公司一位高层在谈

到公司的落户理由时特别谈到，在

他接触的众多招商人员中，严永航

真正了解公司的商业模式、目标客

户， 还非常专业地给出了很多建

议。“有这样专业的人服务， 让我

们感觉入驻锦江区更有信心。”

严永航说：“这件事让我深刻

体会到， 招商人员是一张名片，专

业的服务能够增强企业的投资信

心。”这段时间，严永航正在努力学

习关于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

的知识，他相信，这些在今后的工

作中都能用得上。

地处成都市中心城区

核心区域， 锦江区以建设

“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性

生态型精品城区” 为目标，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初步形

成 了 “1+4+N” 产 业 体

系———以总部经济为龙头，

以现代商贸为基础，以文化

创意、金融服务、旅游休闲

为支撑，以网络经济、节能

环保、健康养老等新兴服务

业为增长点。

围绕这一产业体系，锦

江区不断提升投资促进专

业化，用良好的环境和优质

的服务赢得投资企业的青

睐。今年1～3月，该区共引

进现代服务业企业135家，

其中，总部4家，现代商贸企

业52家， 文创企业29家，休

闲服务业40家， 金融企业4

家，其他6家。四川省顺安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四川林颂

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一

亿元。

今年全年，该区将力争

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为代表

的龙头企业5家，传统及新兴

金融业企业30家， 休闲服务

业企业120家。

基层招商策

专业！采访中，这个词语被多次

提及。

富 邦 财 产 保 险 有 限 公 司 四

川省分公司筹备组负责 人 代 云

飞 ，在谈到公司为何选择入驻锦

江时 ，认为专业化的服务是重要

因素之一 。

而身处招商一线的严永航，也

从多年的工作中体会到专业化的服

务才会让企业更加放心、更有信心。

当前 ， 我们大力倡导社会公

平、市场公平。符合企业需求、顺应

行业发展趋势的专业化服务，能够

真正打动企业的“芳心”，让企业更

加放心地入驻，主动成为地方经济

建设中的一员。

事实证明， 专业化的服务，也

会成为有力的招商优势。

记者手记

锦

江

区

今年力争引进5

家世界500强企

业为代表的龙头

企业

专业服务让企业放心入驻

绿色建材

建筑工业化

全国唯一示范基地

建筑工业化

修房子就像“搭积木”

昨日上午，位于青白江的成都建工建筑工

业化项目里，主厂房已搭建完成，工人正在铺

设电线。

这一项目，是青白江区在获批全国唯一的

绿色建材示范基地后启动的首个建筑工业化

项目。所谓建筑工业化，就是指通过现代化的

制造、运输、安装和科学管理的大工业的生产

方式，来代替传统建筑业中分散的、低效率的

手工生产。其主要标志，就是建筑设计标准化、

构配件生产施工化、施工机械化，组织管理科

学化。打个比方，在建筑工业化的模式下，修房

子就像是搭“积木”。而成都建工建筑工业化

项目，就是“积木”的生产基地。

项目施工安全负责人赵鹏介绍，该项目总

占地274亩，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项目将构

建新型绿色建材产业链条， 在满载状态下，一

年能生产满足200万平方米建筑需求的“零部

件”，相当于10个大型小区所需要的“积木”，

预计年产值5亿元左右。

“目前已完成主厂房的建设，即将进入生

产线设备安装和生产配套设施建设。 预计4月

中下旬， 可进入设备调试，5月达到投产能

力。”赵鹏表示。

物流与电商融合

吃透口岸经济

成都铁路口岸，蓉欧快铁和中亚列车“双

黄金通道” ……依托这些区位优势及其带来

的物流、成本优势，青白江正推动口岸优势向

口岸经济加快转变。其中，物流与电商的融合，

也是一大亮点。正在建设中的中铁物资青白江

钢铁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就是一个典型。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实地探访时看到，一座

单跨超过27米、 最高处达22米的大型钢结构房

主体已成型， 一条西进东出的铁路专用线未来

将从这里穿过。“预计到5月，面积达4.5万平方米

的钢结构房就可作为仓库交付运营。”中铁物资

成都分公司投资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介绍， 钢结构房所在的地块，是

中铁物资青白江钢铁物流综合服务中心的A

地块。该地块投资6个亿、占地329亩，去年4月

正式动工， 目前已完成近70%的建设工程。一

座火车头造型的办公楼有望7月底建成， 这儿

将承担起电子商务的功能。此外，在不远处的

项目B地块， 还将重点规划为电子商务功能。

据悉，这里将成为一个拥有仓储、装卸、配送等

基础物流资源丰富，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服务

领先，交易功能强大的中国铁物一体化综合物

流服务基地，年货物吞吐能力将达600万吨。

5个“1”

□今年将重点引进

1个集生态、 科技、

创新、孵化、集群功

能于一体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科技园

□打造1个跨境电

商、信息交易平台、

电商物流、 金融中

介等企业聚集的电

商产业园

□建设1个进口汽

车销售服务产业园

□培育1个建筑工

业化产业园

□完善1条新材料

产业链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摄影记者 王天志

刚刚过去的3月下旬， 何刚及

其同事忙得不可开交。3月24日至

26日，筹备、举办集中签约仪式；3

月27日，组织50家外商企业高管到

青白江考察产业环境；3月28日，北

京贸促会负责人前来投资考察

……

自2009年入职当时的“青白江

区投促委”至今，何刚见证了青白

江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成都铁路口

岸的从无到有，自己也从一名招商

引资工作的新人，成长为青白江区

商务和投资促进局招商投资服务

中心的主任。 一个个项目落地背

后，何刚和同事们颇有心得。

广泛谈判、慎重签约、承诺必

兑现， 是青白江招商引资的理念。

在信息收集环节，广泛撒网，全天

候谈判， 青白江区锁定的目标企

业，涉及北上广深及长三角、珠三

角等多地，通过建立产业信息数据

库，加强优质项目的储备。但是青

白江签约慎重，不签急、不签快，要

签实的、好的项目。在签约前，充分

做好项目评审论证，严把项目准入

关。从近期集中签约的11个重大项

目就不难看出，青白江所选择的项

目，几乎都是科技含量高、成长性

好的项目。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

资，招商过程就融入了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思考。签约后对作出的约

定将百分百兑现。

3月26日， 总投资50亿

元的11个重大项目集中落

户青白江。 再往前几天，在

国家工信部公布的第六批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名单中，青白江成为

全国唯一获批的绿色建材

示范基地。

总投资1.6亿美元的百利

威（成都）国际电子商务物

流园项目、 总投资12亿元的

成都电子商务分拨结算中心

项目、 总投资5.5亿元的成都

建工建筑工业化项目……仔

细梳理这批项目就不难发

现，在引进新项目时，青白江

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科

技含量高、成长性好的项目，

成为招商引资的重点， 青白

江将以商用车制造、 成套装

备制造、新材料、绿色建材及

建筑工业化主导产业打天下。

今年， 青白江将重点引

进1个集生态、科技、创新、孵

化、 集群功能于一体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科技园，打造1个

跨境电商、信息交易平台、电

商物流、 金融中介等企业聚

集的电商产业园，建设1个进

口汽车销售服务产业园，培

育1个建筑工业化产业园，完

善1条新材料产业链。

基层招商策

近期 ， 一大批项目落户青白

江 ，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数量多 、

投资大，自然不可忽视 。但项目的

产业形态构成 ，更让人关注 。招商

引资项目如何推动产业 转 型 升

级？青白江的招商引资人员 ，有着

充分的思考。不论是结合电商 、物

流的电商物流园 ， 还是走在新型

工业化道路上的建筑 工 业 化 项

目，都是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以项

目为载体加速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的切实举措 。通过优化投资环境 ，

创新投资服务 ，加大招商力度 ，一

大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 、投产 ，为

青白江“双千亿 ”产业发展再添新

引擎。

记者手记

青

白

江

主打商用车制造、

成套装备制造、

新材料、 绿色建

材及建筑工业化

招商引资为产业转型把关

记者探访

记者探访

正在建设中的成都建工建筑工业化项目

昨日，锦江区投促局金融服务部部长严永航（右一），向富邦财险四川分公司筹备组负责人代云飞了解公司筹备近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