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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提问
并不是为了展示自己”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樊骥君）
“新闻业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可以让你
单纯地为了真相、规律和公共利益，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职业。”昨天，
中国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助理兼四川
站站长李洋在给成都大学学子带来
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讲座上如是说。

关于新媒体，李洋谈到“近亲繁
殖不是媒介融合”。“知识和信息是
两码事，没有一个孩子可通过维基
百科完成学习，孩子最该去的地方
是图书馆。”同时，他表示，媒体人应
该把学习时间消耗在经典书籍上，
而不是电脑，“提问并不是为了展示
自己，记者只是一个配角，是为公众
的公共利益服务。”

抢劫单身女乘客
克隆出租司机被拘

今年10月20日，武侯公安分局玉
林派出所接到市民王小姐报警，称在
乘坐出租车时被出租车司机抢走了
手机。王小姐是一家娱乐场所的服务
员，当日凌晨2点过，她搭乘出租车途
中，出租车驾驶员与其攀谈。闲聊中，
对方询问王小姐这么晚出门是否是
在夜场上班。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驾
驶员称，“最讨厌在那些地方上班的
人。”随后，王小姐与驾驶员发生争
吵，继而抓扯起来。当车辆行驶至光
荣西路附近时，驾驶员突然停下车，
强行将王小姐从车上拖下来，还抢走
了她的手机，扬长而去。接警后，在市
公安局刑侦局的协助下，民警发现了
嫌疑人陈某的行踪。11月4日，民警在
位于文家场附近某小区出租屋内将陈
某抓获，并在小区地下停车场发现了
其牌照为川A×××的克隆出租车。

据陈某交代，今年9月的某凌
晨，他以同样先找茬、再抓扯、再抢
劫的手法，抢走了一名女乘客的手
机。陈某34岁，5个月前，他从“串串”
手里花17000元买下了这辆克隆出
租车开始拉客。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步的审理。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机场兑换泰铢
无需预约 1分钟搞定

昨日下午3点，30岁的胡先生匆忙来
到机场，他要去泰国出差，由于行程匆忙，
没有来得及换泰铢，“在银行要预约。”

不过，在出发前，他的难题得到解
决。在双流国际机场T1航站楼一层的国
际到达大厅出口，胡先生发现了新增的
个人本外币兑换网点，现场可以兑换泰
铢现金，前后只花了一分钟。

在成都双流机场，这样的本外币兑
换网点有 4 个，其中 3 个网点叫“艾西
益”，可办理包括美元、欧元、英镑等 20
余个外币币种的现钞兑换业务。另一个
则是通济隆。

这是成都正在试点的个人本外币兑
换特许业务。它意味着非金融类一般工
商企业经批准为特许机构，可提供面向

境内外个人的外汇换人民币、人民币买
外汇的双向兑换服务。相比于银行网点
和外币代兑机构，特许机构服务时间延
长、挂牌币种增多、配钞较为迅捷、汇率
更为灵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本外
币兑换业务的需要，提升所在区域的金
融服务国际化水平。作为全球领先的货
币兑换公司，艾西益和通济隆两家企业
获得在双流机场试点的机会。

按照规定，在银行兑换外币，需要提
前1天预约，而在兑换点，只要符合相关
规定，整个业务流程在 1 分钟内就能够
完成。相比于银行网点和外币代兑机构，
特许机构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个人本外币
兑换业务的需要，给市民和国内外旅客
提供更多选择和便利。

艾西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 月
他们新增了币种，下一步将在外汇局指
导下，逐步申请开展包括银行卡、网上购
汇等新业务，拓展网点分布，并进一步根

据需求增加币种。

借鉴上海自贸区
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成都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以来，成都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可复
制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与产业金融
发展相配套的制度、政策和监管模式，促
进了成都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推动优化
了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有何意
义？艾西益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在于
将非金融机构引入货币兑换市场，对银
行主导的现有市场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增强和丰富对国内
外汇市场发展的探索。

而对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和国际
化都市而言，除了给居民和国内外旅客
在货币兑换方面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

利；还将给区域金融市场增添更多元素
和特色，进一步完善体系架构，为成都国
际化都市的建设添砖加瓦。

去年以来，为加快促进投资贸易便
利化、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成都积极探索
与产业金融发展相配套的制度、政策和
监管模式，建立试验区产业金融创新与
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加快培
育形成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目前，全
市已有4家银行31个网点可受理新台币
兑换业务。

此外，在自我改革事项探索方面，成
都还开展了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试点。允许企业境外资金在境内
归集、运营和管理，有限打通企业境内外

“资金池”，有利于试点企业规避汇率风险、
降低汇兑损失，拓展境外融资渠道、降低融
资成本。目前参与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
集中运营管理试点的企业已达到8家。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报道

今日关注：推广上海自贸区可复制经验

经济新动力 发展新引擎
——聚焦成都现代服务业发展

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经验

个人本外币兑换 双流机场1分钟搞定

在银行兑换外币，需要提前1
天预约，而在特许机构，只要符合
相关规定，整个业务流程在1分钟
内就能够完成。

这是成都学习借鉴上海自贸
区金融改革经验成果。成都正在
试点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
相比于银行网点和外币代兑机
构，特许机构服务时间延长、挂牌
币种增多、配钞较为迅捷、汇率更
为灵活、小币种和小券别更充足。

昨日，专为创新创业而打造的郫县
菁蓉镇，也报名参加此次评选，他们希望
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优势，吸引本次在
十大创业新星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有志之
士。对于优秀的创业团队和项目，菁蓉镇
表示将结合自身相关政策，给予创业者
场地和资金方面的扶持，提供诸如房租
减免、税收优惠、融资担保、资金奖励扶

持等系列政策，让创业者们创业无忧。
菁蓉镇拥有逾 10 万平米的孵化器

区、30万平米的创业公寓。创新创业氛围
非常浓厚。菁蓉镇半径10公里内，聚集了
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19所大
专院校，在校师生超过30万人。聚集了包
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内的100多所科研
机构、2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政府设立

了创业投资基金，而小米投资等20多家
创投机构、18家金融机构、13家新型孵化
器的加盟，为创新创业梦想插上翅膀。目
前，菁蓉镇正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创业基地和四川省大数据产业基
地，引进了中国数码港、浪潮集团、国信
优易等大数据产业龙头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叶燕

如果说支付宝等电子支
付取代了传统的纸币支
付，葛辉要做的，是用生
物识别的支付手段取
代电子支付。这个听起
来不可思议的项目已
经研发成功，并且剑指
巨大的市场。

走哪儿都不带钱包，是
葛辉提出的目标。他带领团队研
发了一款高科技产品，名为手掌识别认证
机。只要挥挥手，就能识别支付。最初它的出
现是为解决养老金被冒领的问题。比如市民
去社保局办事，不用带钱也不用办卡，在刷
卡机前挥挥手，立马对应到个人账户，避免
了繁琐的程序和被冒领的风险。

不过，现在他们将业务拓宽到了更多的
领域，围绕手掌静脉识别技术，在社保、公检法
司、军工、金融、教育、安防和门禁领域都取得
突破。特别是去年推出的手付移动pos机，如今
已进入商业领域，顾客去合作门店消费时，只
需带双手出门即可，挥挥手就可以完成支付。

一封邮件
即可打开梦想通道

为了让更多活
跃在“互联网”领域
的创业者参与，评选
将大大简化报名资
料，所有资料全部采
用电子版的形式，通
过邮箱提交。参选企
业请在12月6日前
将项目情况、公司简
介、项目负责人照片
（2寸免冠照片和彩
色生活照）电子版，
发送至cdcyds@qq.
com。也欢迎社会各
团体、部门推荐或个
人自荐候选人。

本次评选将分
报名海选、项目展
示、公众投票、专家
评审等环节。还将邀
请由政府机构、创业
载体、商业领袖、投
资人代表组成的专
家评委担任创新创
业导师。

昨日，成都商
报主办的“2015成
都十大创业新星”
大型创业报道及大
赛活动一经启动，
立即引来社会各界
的热烈反响。不仅创
业者们纷纷打来电
话、发来邮件咨询报
名参与详情，更吸引
了各方面的创新创
业资源，希望加入本
次评选活动。

还在等什么，赶
快来报名竞选“创
业新星”！一旦当
选，你将有机会拥
有四大独特平台，
在更广阔的天地中
更快、更好地实现
创业梦想。

作为西部影响力最大的主流媒体，成
都商报将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最好的全媒
体展示平台。这意味着，你的创业项目，将
通过这一平台被更多的投资者获知，你的
品牌形象，将通过这一平台在成都商报媒
体群的百万用户中得到免费推广。

成都商报将邀请“十大创业新星”中
的佼佼者，登上成都商报“未来中国青年
领袖”大型公益演讲的讲台，讲述你的创
业梦想。一年多来，这个讲台不仅吸引了

包括王健林、雷军、柳传志、李书福等在
内的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行业领军人
物，“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华语天后
张靓颖、“航班神器”飞常准创始人郑洪
峰等新一代青年领袖，也在这个讲台上
陆续带来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感受到青
春和梦想的力量。

作为这个时代的“青年领袖”，传播
自己的创业故事，传递自己的创新力量，
你不仅能将自己的创业梦想带到更高、

更 远 的 地
方，也能为
自 己 的 企
业 品 牌 塑
造更好的社
会影响力与
公众形象。

“未来中国青年领袖”讲台为你开放

从创意到创业，从一个“因为感兴
趣”而热情无限的小团队，做成一家逐步
成长成熟甚至融资上市的企业，企业家
本身的不断提升是关键。

在本次活动中，成都商报联手成都市
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将为优秀创业者提供
下一届“北京大学成都成长型企业家学
堂”培训名额。无论你是资深低调的商界
精英，还是初出茅庐的创业新人，均有机

会跟成都最优秀的“总裁”们同堂上课。
“北京大学成都成长型企业家学堂”

由成都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服务联盟
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从2011年开始在
蓉开班，今年已经是第四届。

如何在当代商战中根据企业自身
实际情况进行营销策划？如何构造企业
品牌战略发展价值观？如何构建企业价
值品牌理论体系图？这些创业者最需要

了解的知识，将由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管
理 学 院 、经 济 研 究 中
心、法律等院系教授为
您亲自传授。成功的民营
企业家、民营企业研究与咨
询机构管理专家、国家和地方
政府相关部委官员也将参与课
程与你交流。

从某种角度来说，创业是否进入关
键阶段，资金是一个检验标准。

昨日，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也第一
时间加入本次活动，他们希望通过旗下
创新创业平台“科创通”，为本次活动的
十大创业新星开设融资渠道。

“科创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是运用
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手段建立的创新资
源服务平台。截至2015年9月底，“科创
通”平台汇聚了 445 家科技服务机构，
1671个服务产品，涵盖政策攻略、检验检
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财税法律咨询、

技术交易服务、投融资服务、科技咨询
等七大类服务。

“我们有签约合作的银行，可以为
创业新星们提供成本更低的贷款，符
合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获得利息补贴。”
该中心主任隋海峰告诉记者。

服务时间

延长
挂牌币种

增多
配钞较为

迅捷
汇率更为

灵活
小币种更为

充足

北大“总裁班”为你定制提升课

“科创通”为你专设融资通道

菁蓉镇为你提供场地和资金

2015“平安成都·铁拳行动”

芯软科技 葛辉

创业宣言：坚持成就梦想

部分参评创业者展示

从去年起，电子科技大
学的新生就能通过一款
名叫“面聊”的迎新社交
神器搞定迎新的所有
程序。无论是入学报
到、宿舍引导，还是班
级介绍、社团活动，甚至

“刷脸”交友，都能借助“面
聊”完成。这款社交神器是电
子科大网络文化建设工作办公室的一支学生
团队自主研发的一款APP，领头人正是马天
琛，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创办了成都泰聚泰科
技有限公司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

从电子科技大学起家，“面聊”已经覆盖
到了省内多所高校，“面粉团”已达 10 余万
人。下阶段“面聊”将全面挺进国内各大高
校，“线下交流渠道已经搭建起来，迅速铺开
校园市场是时间问题。”同时，“面聊”英语、
法语版本也正在加速搭建，或将全球布局。

今年10月21日，泰聚泰公司成功挂牌上
市新三板，成为全国首家高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挂牌上市第一股。这个尚在学校深造，未真
正进入社会的创客已经实现许多人遥不可及
的梦想，他的目标更远，“今后如有机会，转板
至创业板上市，也在战略布局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钟茜妮

成都泰聚泰科技有限公司 马天琛

创业宣言：梦想让美好发生

相比银行网点

教育

灵感

资本

双流机场外币兑换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