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

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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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县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杨东升表示，郫
县将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落实加
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的
要求。郫县将以成都菁蓉镇为抓手，全力为创业
者打造创新创业平台，明年，将结合菁蓉镇实际
情况，学习先进区域，打造高质量创业团队。特
别是将与全国各高校对接，在创新成果转化、高

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推进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郫县正与在蓉

56所大专院校、知名科研院所和科技创新企业
深度对接，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在基础
设施方面，菁蓉镇正着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知
名的创新创业地，预计到2017年，菁蓉镇将建成
创新创业园区120万平方米。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李娅 董馨 雷浩然

“很多合作伙伴到了成都，很快
会买房。”参加完中共成都市委十二
届六次全会后，成都技术转移集团
董事长胡卫东信心满满。他坚信，宜
居宜业的成都发力创新创业，将爆
发更多的发展潜能。

“校地协同创新将有更多机
会。”胡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
露，成都技术转移集团已经开始布
局，在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北侧，
该集团投资约4亿元，打造天府数智
谷校地协同创新成果转化基地，该基
地占地面积约50亩，总建筑面积超
9.5万平方米，目前一期已经开建。

“这是天府新区首个政校企三
方合作项目。”据介绍，该项目与电
子科技大学共同打造，涵盖协同创
新中心、数智谷创新基地、专业投资

基金等，通过引进电子科大在“大数
据、智慧信息系统、移动互联网、云
计算、互联网金融、机器人”等六大
特色优势学科的成果和团队，依托
集团“科技金融、载体建设、孵化服
务”的专业化运作模式，力争在2年
内，初步建成包含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技术服务、企业孵化和创新人才
培养等功能于一体的校地协同创新
平台。

目前，作为项目载体的数智谷
创新基地已全面启动。截至10月
底，项目用地已取得，设计方案已
通过天府新区管委会审批，计划
2016年初正式开工，2017年底正式
建成投入使用。建成后，每年引进
技术转化成果不低于30项；5年内
组建不少于300人的国际一流、国

内领先的研发团队；孵化创新型企
业不低于50家；成为成都科学城区
域内首个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
心”和西部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及产
业化基地。

胡卫东介绍，未来将复制该模
式对接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在蓉
高校以及国内外知名大学，系统整
合政府、高校和市场资源，在成都
科学城区域内复制、推广、建设一
批科技研发和转化功能强、辐射和
带动能力大的创新创业成果转化
基地，“形成创新要素交易中心。”

此外，公司正在与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洽谈，将合作设立科研基
金，“首批规模数十亿元，总体规模
将达到数百亿。”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成都市工商局局长
郭晓鸣：

服务上门
“工商客栈”
将开进创业园区

被不少创业者
称为“工商保姆”的
成都市工商局局长
郭晓鸣在接受成都
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十三五”期间，工商
部门将继续推进商
事制度改革，实施

“先照后证”和“三证
合一、一照一码”登
记制度改革等。

与此同时，工商
部门还将在创客空
间、创业孵化器里建

“工商客栈”，面对面
地为双创企业和小微
企业解决双创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难
题。“成都的创业者，
不管身在东西南北哪
个方向，只要你想创
业办理营业执照，都
可以就近就地办理。”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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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绿地 改写1500万成都人置业观
入主西南12载，“G12峰惠”6大产品系影响城市居住价值

“468米成都
绿地中心、238米双
塔摩天地标南充绿
地城、重庆保税港超
大型商务集群绿地·
保税中心、贵阳超前
的综合体地标绿地
美乐城……”

进入西南十二
年，绿地打造的项
目从住宅到商业，
从综合体地标到全
球摩天高楼，再到
产城一体化城市运
营商，绿地西南事
业部依托绿地集团
这艘航空母舰的多
元化、叠加化进程，
迅速跻身成都楼市
地产排头兵阵营，
同时也成为西南引
领地产行业发展进
程的典型企业。

在本年度的最
后一个月，绿地西南
更是启动了一场规
模浩大的绿地房产
双12购房季“G12
峰惠”。据绿地官方
透露，今年正好是绿
地进入西南的第12
年，又正值12月，在
这个关键的月份，绿
地本次“峰惠”主要
将西南三地四城的
全系产品线进行集
中打包回馈各类客
群，其产品优势、优
惠力度将成为本年
度一场浩大的促销
行动。

要理解绿地西南事业部为何在西南地区能成就
诸多壮举，首先要了解绿地集团的世界观。如果你是
今年炒股大军中的一员，那么绿地集团在2015年的
每一步举措、每一篇报道，都会让你大开眼界。这个
连续四年入围世界500强榜单，且每年排名不断上升
的航母级地产企业，多元化进程快得令人咋舌。

从4月绿地集团重组金丰投资正式获批，到
签约南京、重庆、哈尔滨、济南、大连等地7条地铁
线，一年间在全国实现“5省8城8线”的投资布局，
总里程超200公里。同时，绿地设立国内首支千亿
规模的轨道交通PPP产业基金，与上海建工、建信
信托等行业领军企业开展战略合作。

另一方面，绿地积极发展互联网房地产金融业务，

绿地金控联手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及平安陆金所，
推出国内首款互联网房地产金融产品“绿地地产宝”；
加速获取金融产业发展平台，在黑龙江发起设立股权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成功收购香港四、九号证券牌照。

目前绿地已在进口商品直销方面建立四个
海外直采中心、布局线下实体店及线上电商平
台，海外货源基地也在搭建。

“大基建、大金融、大消费”三大战略平台的
搭建正围绕房地产主业不断发展叠加。绿地西南
事业部就在这样一个产业与资本双轮驱动的母
体孵化下，优化资源配置，研发创新产品，升级服
务平台，为西南地区老百姓的商务、生活、娱乐、
居住提供不断升级更新的选择。

回头来看，绿地似乎从来没有把一群业主放到
一个楼盘就万事大吉的心态，而是会最大化保证居
住的配套和生活质量。无论是早期的新里·柏仕公
馆、绿地世纪城，还是后来的绿地中心468、绿地·
GIC，针对精英人群的居住理念一直是绿地住宅品
牌的精准定位，然而为这些漂亮的房子提供一体化
的优质生活、服务平台才是绿地的核心武器。

绿地深耕西南12年，目前在四川、重庆、贵阳
开发项目28个，总投资超1000亿，客户达10余万
户。截至目前，绿地西南事业部成熟研发六大产品
系列，包括菁英住宅、顶级豪宅、度假低密产品、地
标金铺、智能办公、定制商馆，每个系列都有丰富
的内核，每一个产品都在重构城市的生活纬度。

例如以绿地之窗为代表，在以云计算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支持下，绿地集团打造智慧办公平

台，创新融合通信、多媒体等多种智能终端于一
体，依托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实现办公技术再次
升级——未来在绿地企业服务平台战略下，绿地
智慧办公系统的平台上，既能满足如视频会议，
会议室、工位、车位的预订等办公需求；还能提供
各种商务信息服务，带来高效、便捷办公服务。在
市场创新上，积极打造“绿地创客基地”，以“城市
运营服务商”身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平
台、架桥梁。

而绿地定制商馆，通过多元的产业链接，集合
多方力量及资源，与合作伙伴共赢。如在绿地中心·
468，引入旗舰购物中心、文化娱乐街区、创意产业
园区，为商家打造多选择的定制化空间，前置化解
决从装修到经营的障碍，减少商家成本，增强顾客
空间体验感。

有业界人士说，2015年的绿地西南事业部是
种“全新状态”，没有大手笔拿地记录，也没有铺天
盖地的宣传，而是在磨内功。

年中时，绿地西南事业部召开“世界绿地 G+
时代”品牌发布会，提出以“产品力+资源整合+专业
服务”三轮驱动，打造特色商办营销模式，提升服务
能级，实现向服务性地产的转型升级。

此后，绿地所有精力都花在每一个在建项目
的升级提升上。为让集时尚商业中心、智能科技、
生态宜居于一体的绿地·GIC成为成都南二环封
面项目，绿地引入洲际酒店旗下首席精品酒店英
迪格，以及准备联手知名百货集团打造亚洲首席
旗舰店。不间断将全球精英、时尚元素带到成都，
包括联袂打造芭莎国际婚纱摄影基地；主办中法
文化之春艺术节；将世界知名舞团Barolosolo的独

特表演带给成都市民；《凯特·巴瑞镜头下的25个
法国女影星》摄影展在GIC华丽亮相……一系列
高频次国际化大型活动，资源融合和国际化生活
方式引导，让绿地·GIC迅速成为成都顶级的时尚
舞台。

在超级世界地标绿地中心·468，绿地也是
快马加鞭，根据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引进、洽
谈全球的优质资源。据最新了解，绿地将在近期
对外公开秘密筹备了一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全球
招商发布会。 （叶涛）

绿地的火箭速度 背景是腾飞的巨舰

优化整合，绿地6大产品系重构生活纬度

2015年绿地积蓄力量 等待下一个爆发点

绿地“G12峰惠”，西南三地四城联席
购房盛惠，详询400-028-1000，或百
度：绿地G12。

绿地活动现场

绿地中心·468

绿地·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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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4亿
天府新区首个政校企合作项目开建
成都技术转移集团董事长胡卫东透露，成都将设立数百亿规模的科研基金

权威
访谈

建设区域创新创业中心 区（市）县在行动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出台政策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力、在全国吸引更多创业者
来成都菁蓉镇……昨日开始，我市各区（市）县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全面学习贯彻中共成都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特别是充分激发全社会
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坚持创新发展，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建成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

锦江区是成都市的核心区域，更应当发挥引
领和带动作用。为此，该区也确定了未来5年的
目标：到2020年，建成创新创业载体数量达到
100家，新增科技型中小微企业3000家，科技创
业者突破6000人，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2500件，
力争载体面积达到50万平方米，将锦江区打造
成创客集聚区和创新引爆区。

该区将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进一
步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该区还将进一步突出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加强创新载体建设，推进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全面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比如，在
前不久刚刚授牌了21个众创空间的基础上，明
年将再建20个以上创新创业载体。

锦江区：明年再建创新创业载体20个以上

昨日，武侯区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市委十二
届六次全会精神。在落实部署工作中，“双创”成
为了一个亮点关键词。

不久前，武侯区“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开
街，已有很多团队入住。武侯区经济与科技信息
化局党工委书记黄晓颖表示，到2016年要初步形
成创新创业主体多元、要素汇聚、服务专业、氛围

浓厚的良好局面。下一步还将结合四川大学、中
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南民族大
学、西物所等高校院所优势，到明年形成以高校
院所科研人员、青年大学生创业为主，以海归创
新创业者及其他各类创业者组成的创业人才群
体，数量达到2000人。同时，重点加快“磨子桥创
新创业街区”和“西部智谷创业园区”建设。

武侯区：明年聚集创业人才群体2000人

学习贯彻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成都
高新区将继续推动创新创业发展，营造创新创
业生态环境，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明
年起，租用或购买成都高新区专业特色楼宇办
公用房的企业，可申请百万元的补贴费。

政策明确，对新引进的、工商税务关系在成

都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企业，租用成都高新区授
牌培育的专业特色楼宇办公用房的，给予3年房
租补贴，第一年按40元/平方米·月，第二、三年
按20元/平方米·月标准执行，最高补助金额可
达300万元/年；对同一企业购房补贴最高可达
300万元，装修补贴最高可达100万元。

高新区：租购楼宇办公可申请百万元补贴费

郫县：到2017年菁蓉镇将建成园区120万平方米

成都创业氛围浓厚，图为天府软件园创业场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