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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离不开好的孵化和培
育机制，更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成
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正在精心打造的
菁蓉·卧龙谷，涵盖辖区内所有众创、
研发、孵化、金融等创新创业型企业，
为想来成都大展身手的创客提供了一
片新的天地。

2012年，成都经开区与同济大学在
全省率先签下校地合作协议，前不久，
双方进一步座谈，深化校地合作，将携
手构建“科技-人才-产业-创新”四位
一体的全面合作格局。就在下月初，这
个备受瞩目的同济大学·成都龙泉国际
青年众创空间将正式揭开面纱。

多个项目已签约入驻
提供一系列孵化平台和优惠政策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驱车来到位
于成龙大道与天鹅西湖南路交汇处的
菁蓉·卧龙谷，并对外打出口号——

“国际创客基地，创新创业摇篮”。
据了解，菁蓉·卧龙谷管理委员会

已经成立，完成了相应的规划和前期
宣传工作，并起草了相关支持政策和
运行管理办法。据介绍，支持政策涉及
到租金补贴、人才奖励等各个方面，覆
盖辖区内所有的国有资产楼宇和民营
资产楼宇。政策支持力度之大，覆盖范

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空前的优惠支持政策下，已吸引

了创客四川成都示范基地、同济大学·成
都龙泉国际青年众创空间、哈曼国际、成
都智能汽车研究院等一大批优秀的企业
和项目，诸如SGS检测项目、国际中医药
转化医学中心等也正在洽谈之中。

在谈及对大学生创业支持的具体
措施时，成都经开区有关负责人表示，
菁蓉·卧龙谷针对大学生创业建立了
从创业苗圃、孵化器到加速器、科技楼
宇等一套完善的孵化体系。已经规划
了包括汽车智能化孵化器、先进制造
业孵化器、大健康产业孵化器等一系
列孵化平台。下一步，还将有针对性地
引进一些金融机构，丰富大学生创业
者筹集创业资金的渠道。

签约42个项目总投资超400亿元
书写“项目年”开门红

去年，龙泉驿区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002.1亿元，迈上千亿台阶。在今年
1 季度，龙泉驿区继续坚持把项目工
作作为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
子”，狠抓工业投资和项目建设。

本月25日上午，第三十届中国·成
都国际桃花节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
集中签约仪式在龙泉驿区成功举行，
共签约引进产业化项目42个，协议总
投资416亿元。当天下午还举行了成都
经开区2016年第1季度工业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奠基的成都经开区18个“开
门红”项目，协议总投资77.7亿元，占
地2482亩，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实
现年产值154亿，年利税14.4亿元。

重大项目的集中签约和开工，书
写了“项目年”的开门红，必将为成都
经开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当地加快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城、
国际化生活品质城”和“大车城”产生
积极的推动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图据龙泉驿区

“历史建筑作为城市优秀历史文
化遗产，应该说和我们每一个市民息
息相关。”市房管局历史建筑保护办
公室表示，保护历史建筑，同样离不
开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为进一步提升各界保护意识和认识
水平，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了
历史建筑保护宣传，促进保护知识和

政策法规的传播普及。
今年 1 月起，市房管局联合市

建委、市规划局和市文广新局举办
了《成都历史建筑图片展》，先后在
政务服务中心房产分中心、宽窄巷
子、太古里、新华文轩旗下轩客会、
购书中心等人流集中地和大众文
化活动场所展出，以摄影作品为载

体，向广大市民图文并茂地展示介
绍我市已公布的一、二、三批历史
建筑，充分展现成都历史建筑的个
性特色，弘扬成都优秀历史文化，
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保护工作，
也令整个社会对历史建筑的关注
度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太古里、崇德里登央视
成都历史建筑保护成改造样板

33月月1414日日，，不少成都市民打开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不少成都市民打开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CCTV44））时时，，看到了一幕幕熟看到了一幕幕熟
悉的成都老街区悉的成都老街区，，里面既有历史建筑群落太古里里面既有历史建筑群落太古里，，又有著名的崇德里又有著名的崇德里，，不少人深感振不少人深感振
奋和自豪奋和自豪。。这意味着这意味着，，成都对历史建筑的成功改造和利用成都对历史建筑的成功改造和利用，，得到了外界的大力肯定得到了外界的大力肯定。。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建筑在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历史建筑在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展示城市风貌展示城市风貌
特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从20112011年开始年开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成都市房成都市房
管局牵头开展了全市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管局牵头开展了全市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从建立历史建筑保护长效机制着手从建立历史建筑保护长效机制着手，，抓紧抓紧
抢救保护全市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抢救保护全市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在恢复修缮历史建筑风貌在恢复修缮历史建筑风貌、、助推城市文态建助推城市文态建
设上做出不少成绩设上做出不少成绩。。

昨日上午，市房管局和锦江区房
管局的多名工作人员，又像往常一样
来到位于龙王庙正街的邱家祠堂，开
始新一轮的历史建筑巡查工作，“我们
主要检查消防安全，比如灭火器配备
是否到位、电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汛
期来了还要看下水道。”

如此细致入微的检查，只是检
查组定期巡查的一个缩影。市房管
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相关人士表
示，在对历史建筑越来越重视的当
下，他们加强了日常监管，定期进行

防火、防涝、结构安全和白蚁防治灭
杀等专项检查，确保历史建筑的使
用安全。

事实上，近几年成都对历史建筑
的保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
2011年开始，市房管局开展了3次历
史建筑普查工作，全市符合条件的建
筑共236处（其中中心城区81处，郊
区市县155处），基本摸清了历史建筑
的分布、数量及现状情况。

这里面既有展现成都移民文
化的邱家祠堂、客家文化的龙泉谢

家大院，也有欣庐、笔帖式街老宅
院、广东会馆等大慈寺街区内集中
体现成都市传统民居的风貌建筑，
传承了老成都的街道格局和文化
肌理。

为了加强保护，市房管局还分期
分批拟定5批次共40处历史建筑的历
史建筑保护名录（中心城区26处，郊
区市县14处），建筑年代涵盖了清代、
民国和20世纪50~60年代等三个年
代区间，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月14 日，不少成都市民打开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时，看
到了一幕幕熟悉的成都老街区，里
面既有历史建筑群落太古里，又有
著名的老建筑崇德里。

央视对成都市历史建筑的关
注，主要是从它们的改造利用着手。
报道认为，成都在旧城改造中注重
历史文脉传承，通过历史街区、历史
建筑改造利用模式的创新与突破，
探索出了一条城市发展与保护协调
的创新之路。

崇德里采用古法修缮，修缮
后用作茶室和餐饮场所，既保留
了该建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
息，又充分发挥利用价值；太古里
街区的欣庐、笔帖式街老宅院等
典型川西民居建筑借力片区整体
打造，修缮后作为多种商业场所
使用，吸引了全球高端品牌入驻，
实现了文化空间与消费空间的有
机融合，将老街区升级打造成了
国际购物天堂，开创了历史建筑
保护利用的新探索模式。

这两处建筑，如今已成为我市
在历史建筑保护领域的杰作。除了
崇德里采用了古法修缮，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建筑的历史文脉信息，市
房管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还大力
推动历史建筑修缮工作，对有条件
的进行合理利用。

目前，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所旧址等7处历史建筑已相继
完成修缮，该旧址进行了全面的修
缮加固，重现了当年学术研究重镇
的历史风采。

拟定名录分批次进行保护

改造特色引来央视关注

社会各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校地合作
同济大学·成都龙泉
国际青年众创空间下月揭幕
提供一系列孵化平台和优惠政策
菁蓉·卧龙谷已吸引多个项目签约入驻

“开局之年起好步”系列报道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日前，市
发改委和市卫计委批复了成都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省名中医特需医疗门诊诊
查费收费标准：含挂号费，每人次70元，
并要求专家门诊应诊医师每半天限号
20个，以确保特需医疗服务物有所值，
如遇特殊情况需加号，不得加价。

批复要求，该院省名中医特需医疗
门诊诊查费属特需医疗服务项目，须由

获得“四川省名中医”称号的专家在特
需医疗服务门诊诊疗区开展。同时，为
了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不受影响，
该院在职的省名中医上特需门诊时，须
确保其每周在基本医疗门诊的应诊时
间不得少于特需医疗门诊的应诊时间。
批复提出，其他已开展特需医疗门诊的
市属公立医疗机构，在具有省名中医专
家的前提下，可参照执行。

“全球专家汇”、“国内皮肤病重点
示范基地”、“中华医学会”是合作伙伴
……这样的广告你要真信了，就上当
了！昨日，记者从市工商局获悉，该局在

“红盾春雷行动2016”期间，运用“大数
据、网渔式”监管工作法，利用广告监测
平台和电子取证设备，对其中发布涉嫌
违法违规信息和广告内容的26家医疗
机构进行了立案调查并跟踪督办。

“整形广告须‘整形’，相关机构应
严格按照新《广告法》规范内容和发布
行为。”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
工商局及时与卫生、信息等部门取得
协调沟通，掌握全市各类医疗机构和
美容整形服务机构的数量、名称、网址
等信息资料，制定了详细的网上巡查
监测方案。通过监测手段全面排查各
类医疗机构和美容整形服务机构的网
络广告宣传违法行为，对监测过程中
发现的 26 家医疗机构和美容整形服
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绝对化用语、说

明治愈率或有效率、表示医疗功效的
断言等涉嫌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并跟踪督办。

同时，工商部门还针对媒体报道
的部分医疗研究机构傍“华西”的行为
进行了专项整治，全面检查了全市非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家名称中含有

“华西”字样的医疗及研究机构的经营
场所、自办网站、印刷宣传品等广告宣
传情况，凡不按规定使用企业名称及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依照《广告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管
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了规范，并对
涉嫌违法的医院进行了案件初查。

据悉，近日市工商局还将召开“规
范医疗行业互联网广告宣传行为行政
约谈会”，约谈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通报医疗机构互联网广告宣
传违法案件的主要突出问题作通报说
明并提出整改要求。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波莫纳学院
（Pomona College）

创建于 1887 年，位于美
国克莱蒙特市，是世界一流
的文理学院之一 。在 2015 年

《福布斯》杂志发布的最新美
国大学排行榜上位居第一，
超过了哈佛、耶鲁等名校。波
莫纳学院是美国最难被录取
的 大 学 之 一 ，是 录 取 学 生
SAT 分数最高的十所大学之
一，也是著名的“克莱蒙特学
院联盟”的创建者。

另外，哥伦比亚大学是常
春藤盟校，巴黎政治学院是欧
洲顶级大学。文艺霖考取的两
所大学双学位项目。什么是双
学位项目？先在巴黎政治学院
读 2 年，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
读 2 年，就可以拿到两个学校
的学位和文凭。

文艺霖是土生土长的成都
人，小学在龙江路小学（南区），
初中和高中都在成都外国语学
校，高中是三年全额奖学金。

事实上，作为普高班的学
生，文艺霖一直同时在准备参
加国内高考和出国留学，直到
高二下学期，她才将重心转移
到出国留学上。

在班上，文艺霖学习成绩排
名第一，她的高考目标是清华北
大或者外交学院。文艺霖说，自
己并不是一个“苦学”的学生，一
天跟同学们说说笑笑的，她的一
个方法就是挤时间，利用碎片化
时间，比如学习语言，她利用走

路的时间练听力；利用碎片的时
间看英语原著；利用休息的时间
看美剧，一举两得。

作为一个足球迷，为了学
习西班牙语，她经常在网上看
西班牙语解说的足球赛。假期，
文 艺 霖 则 用 来 社 会 实 践 ，她
一 定 找 自 己 喜 欢 的 。她 到 美
国 高 中 参 加 夏 令 营 当 志 愿
者 ；洛 杉 矶 银 河 队 俱 乐 部 到
成 都 访 问 时 ，她 作 为 随 队 翻
译 和 导 游 ；她 给 成 都 当 地 的
足球俱乐部外教当翻译和助
理。她的经验是，找最感兴趣的
学、做自己最喜欢的。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研究彝红和四川话

成都女生被9所名校录取

她
■■曾独立完成曾独立完成

课题课题：《：《彝红及其历彝红及其历
史文化研究史文化研究》》

■■具有超强学具有超强学
术研究能力术研究能力，，课外课外
主要研究彝红和四主要研究彝红和四
川话川话

■■利用碎片时利用碎片时
间看英语原著间看英语原著；；利利
用休息时间看美剧用休息时间看美剧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成都外国语学校高三（9）班学生文艺
霖被世界顶级文理学院美国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巴黎政
治学院双学位项目等9所院校录取。

据了解，被9所名校相中的原因，是因为这位成都女孩性格开
朗，兴趣爱好广泛，而且具有超强的学术研究能力，高中三年，她课
外主要研究彝红（彝族民族服饰）和四川话。

这其实不是文艺霖第一次
获得海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此
前，她就收到了包括弗吉利亚大
学、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在
成外，文艺霖并非国际班的学
生，她第一外语是法语，英语和
西班牙语都是课外学的。但在
托福考试中，120 分的总分，她
得了115分，SAT得了2280分。

并不是考试成绩高就能进
入波莫纳学院，作为世界一流的
文理学院，该校要求学生学术能
力超强。文艺霖说，在高中的时
候，她参加了一个校外科研项
目，并独立完成了一个课题。当
时她跟美国一个教授学了 5 个
月人类学研究方法后，在教授指

导下，她选择彝红作为研究对
象，因为她小时候常去西昌玩，
父母也有很多彝族朋友，她采访
了很多老人和青年，查阅大量资
料，完成 20 页论文，叫做《彝红
及其历史文化研究》，并发表在
知 名 国 际 杂 志《Pioneer Aca-
demics》（《先锋学者》）上。

波莫纳学院的申请文书题
目是，“如果学校给你一笔经费，
你准备研究什么？”文艺霖回答
的是，她最感兴趣的是“四川话
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影响”，文艺
霖说，如果要让她说四川话的研
究，至少要说上半天。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这可能就是招生官青睐文艺霖
的原因吧。

曾独立完成课题 发表在国际杂志上

她的学习经验：找最感兴趣的学

新闻链接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省名中医特需医疗门诊
半天限号20个 每人次70元

整形广告被“整形”
成都市工商局立案调查26家医疗机构

成都外国语学校高三（9）班学生文艺霖

菁蓉.卧龙谷-国际创客中心一景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
央综治办、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维护医疗秩序工
作的通知，明确了医疗纠纷责任未认
定前不得赔钱、滋事行为未制止前不
得调解、涉及死亡事件12小时内上报
国家等多项具体要求。

通知明确，各地要坚决打击涉医违
法犯罪，维护医院良好秩序。特别是对
暴力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
人员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坚
决果断制止，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
追究刑事责任，不得拖延、降格处理。滋
事扰序人员违法行为未得到制止之前，
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案件调解。

通知提出，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涉医
事件的早介入、早处理。健全警医联动
机制，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报警时应
当讲清当事方人数、具体行为、有无人
员受伤等情况。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
前，医疗机构不得赔钱息事。

通知要求，应全面提升医疗机构安
全防范能力，特别是区县级医院、社区卫
生院以及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
集中力量针对薄弱环节和重点科室做好
防范。医疗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
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员的梳理
掌握，对多次到医疗机构无理纠缠或扬
言报复医务人员的患者及家属群体，要
列出清单，重点关注，向公安机关报告。

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加强维护医疗秩序

明确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前不得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