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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20时00分，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的长
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
射场点火升空，约603秒后，载荷组合
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近地点200千
米、远地点394千米的椭圆轨道，长征
七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圆满成功。

据介绍，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为两
级结构，捆绑四枚助推器，全长53.1
米，起飞质量597吨，近地轨道运载能
力13.5吨，采用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等
新技术，是绿色、无毒、无污染的新一
代中型运载火箭，将有效提升我国进
出空间的能力。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首飞，是载人
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的开局
之战，实现了“成功首飞”的预定目标，

为后续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根据任
务方案，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搭载的多
用途飞船缩比返回舱将于26日下午以
弹道方式返回东风着陆场。而我国首
艘货运飞船将于2017年4月由长征七
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从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成功
发射，到如今我国已先后成功发射了长
征二号、三号、四号、六号系列火箭。其
中，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实现我国载人
航天梦想，长征三号把嫦娥一号送入太
空，而长征六号于去年首飞，将20颗微
小卫星送入太空。作为目前我国高度最
高、体积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
征五号将用于未来载人空间站、北斗导
航、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的发射任务，
将于今年下半年迎来首飞。（新华社）

昨日下午，作为“2016中国·
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重要
内容之一的“2016人力资源技术
与服务大会”上，上千名来自全球
及中国本土领先企业的CEO、总
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以及资深人
力资源专家共同探讨了人力资源
技术与服务的变革新趋势，以及
人力资源管理的未来发展。

同时，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
所所长郑东亮现场发布的《中国
青年创业现状报告》显示，在包括
成都在内的20个城市中，青年人
中主动型创业的人占多数，政府
鼓励效应初显，并且他们多以个
体经营、创办有限责任公司的形
式进行创业，领域涉及所有行业，
其中批发零售占三成。

“据调查，初创企业的资金投
入多在10万元以下，主要支出都
用于场地，占比50%。”郑东亮表
示，房地产业的高企对创新创业
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据介绍，这份调查报告取样
于中国7个省份、20个城市，成都
就是其中之一。报告还显示，创
业带动就业的效应明显，平均1
人创业就能带动8.4人就业，“而
且这些创业者对未来总体保持
乐观态度，表示即使失败还会再
次创业。”

而青年创业者们的最大难
题，还是创业融资难。此外，创业
能力不足、创业服务难以满足多元
化需求，也是青年们创业之路上
的障碍。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成都商报评论员 付克友

成都！成都！
以城市之名，带来这场全球

创交精英的聚会；也因这聚会，让
这城市之名，成为举世关注的一
个热词。

是的，全球创交会已经成为
成都的一个城市品牌和一张城市
名片。

成都有很多闻名于世的城市
名片，但是“全球创交会”，无疑是
最新颖，最独特，也是最具有潜质
的一张。

说它新颖，是2015年成都才
成功举办首届创交会，今年是第
二届；说它独特，是在国内外开风
气之先，举办创新创业全球品牌
盛会，打响了这个品牌；说它有潜
质，是成都宣称要把创交会打造
成为“全球创新创业首个全要素
展示交易平台”，打造成为“国际

一个国际盛会引发的

2016 成 都 全 球 创 新 创 业 交 易 会 大 型 长 篇 系 列 述 评 之 三

成都为何打造“全球创交会”？

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成都创
造。它顺应国际合作要求、符合全
球共同利益、有利成都自身发展，
可谓恰逢其时。

成都如何打造“全球创交会”？

这是一个渐入佳境的成都创
造。它更加完善合作机制、更加突
出鲜明特色、更加促进要素流动，
可谓更上层楼。

怎么打永久性的“成都牌”？

这是一个走向未来的成都创
造。它把握创新创业趋势，走在世
界科技前沿，引领新兴产业方向，
可谓一马当先。

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交会特别报道 02~08

成都之问

化、国家级、永久性”的创新创业
年度盛会。

如果说，全球创交会是关于创
新创业的盛会，那么这个城市品
牌、这张城市名片本身，何尝不是
成都的一次创新和一个创造呢？

值得追问：作为一个原汁原
味的成都创造，这样一个国际化
的创交盛会是如何炼成的？

缘起之问：成都为何
打造“全球创交会”？

这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成都创
造。它顺应国际合作要求、符合全
球共同利益、有利成都自身发展，
可谓恰逢其时。

在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
上，美国纽约、俄罗斯莫斯科、韩
国首尔、以色列特拉维夫、印度班
加罗尔、美国硅谷核心城市库比
蒂诺、英国谢菲尔德、奥地利林
茨、韩国金泉……超过40个国际

友好城市代表团，齐聚成都，只为
聆听世界的声音、感知未来的方
向。而《国际友城创新合作行动倡
议》的签署，表明国际友城将以创
新为纽带，共创城市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美好未来的决心。这正是
全球创交会的宗旨所在。

很大程度上，全球创交会的
诞生，是一次在正确的时间、正确
的地点，发生的一个正确的事件。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相
信，从1970年起，全球科技就已经
进入科技高原的停滞阶段。过去
30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物质财
富唾手可得的状态中，人类总是
习惯于采摘低垂的果实。而现在，
那些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被摘之
殆尽，科技红利已经耗尽。

因此，有人认为，创新和创业
革命对21世纪的影响，将相当于甚
至超过工业革命对19世纪、20世纪
的影响。但科技革命不会自然而然

地发生，更不会在与世隔绝、各自
为政的背景下发生。在某种程度
上，科技高原的长期停滞，也许就
在于，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促
进交流并共同进步的机制。

创新需要全球性的合作。毕
竟，这是全球化的时代，科技没有
国界，资本没有国界，创新和创业
也没有国界。

所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亚瑟·麦克唐纳会说，他的实验
室和研究项目，得到英、美、加拿
大、葡萄牙等国的支持，并且与中
国也进行合作；所以，英国谢菲尔
德议长朱莉·多尔女士会说，促进
全球合作的机制不仅是经济增长
的关键，也支撑了城市领导人希
望实现的目标；所以，以色列前科
技部部长、巴伊兰大学校长丹尼
尔·郝什科夫维奇会一再强调，科
技全球化、国际会议以及互相进
行交流的重要性。 下转02版

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七号一飞冲天
为发射货运飞船而全新研制 有效提升我国进出空间的能力

《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在蓉发布

平均1人创业
能带动8.4人就业

6月25日晚，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新华社发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黄鹏）作为2016中国·成都全
球创新创业交易会的重要内容，
2016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昨
日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出席作即兴发言，并见证高新区
与莫斯科市签署相关合作谅解备
忘录。

本次会议以“聚焦全球创新、
推动园区合作”为主题，包括法国
索菲亚科技园、美国硅谷孵化器、
中关村科技园、东湖高新区等知
名高科技园区代表，就进一步加
强交流合作进行深入探讨。《莫斯
科市创新机构与成都高新区创新
中心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领
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

唐良智在发言中说，创新是人
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建设世界一流
科技园区是我们的共同愿景。中国
的科技园区和世界其他园区一样，
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体制创新的
试验区，对推动科技创新、城市转
型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科
技成果价值真正的体现。成都作为
国家战略布局确定的国家中心城
市，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核
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创新发展的重
大历史任务，必须坚持把创新驱动
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大
力推动包括科技成果“三权改革”
在内的机制体制改革创新，努力把

成都打造成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
中心。

唐良智说，今天的圆桌会是
2016中国·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
易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之所
以确定为“聚焦全球创新，推动园
区合作”，就是希望集中世界一流
科技园区的各方力量和智慧，探
讨科技园区建设在推动城市转
型、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和作用，研判科技园区发展在新
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中国经济发
展新常态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
交流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建设的先
进理念和经验。

唐良智说，在创新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
区需要合作共赢、共享发展。为
此，我建议建立世界一流科技园
区联盟，建立创交会世界一流科
技园区圆桌会对话交流机制，有
利于定期分享新经验、展示新成
就，也有利于更紧密更频繁互动
交流，开拓多方更宽更广的合作
空间，共同借助创交会将世界一
流科技园区圆桌会打造成为一个
永久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共同
发展。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
宏，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吴
凯，市政府秘书长张正红参加上
述活动。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田程晨）作为2016中国·成都
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的主论坛之
一，世界未来科技论坛昨日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出席论
坛并致辞。

论坛以“聚焦前沿科技、解读
未来趋势”为主题，中国工程院原
院长邬贺铨院士、诺贝尔奖获得
者亚瑟·麦克唐纳教授、中村修二
教授等国际国内知名科学家分别
发表了主旨演讲，共话科技发展
大势。

唐良智在致辞中说，科技成
就梦想，科技引领未来。作为中国
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国家战略布
局的国家中心城市，当前，成都正
积极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号召，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加快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积极推动在蓉高校创建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依托成都

科学城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
创新中心，促进基础科学繁荣和
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努力为世界
未来科技发展贡献成都力量。

唐良智表示，科学无国界，创
新无止境。我们相信，本次论坛对
于我们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了
解最新科技发展成果、明确创新驱
动发展方向，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我们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一
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成都创新发展，
为成都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
业中心积极建言献策；我们期待，
更多的国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企业与在蓉高校院所企业开
展广泛交流和深度合作，与我们携
手一道，努力开创科技发展、城市
转型、社会进步的美好未来。

副市长苟正礼，市长助理韩
春林，市政府秘书长张正红出席
论坛。

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方向
努力为世界未来科技发展贡献成都力量

世界未来科技论坛举行 唐良智出席并致辞

将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
打造成永久交流合作平台

2016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举行 唐良智出席并发言

新华社北京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5日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
意，坚持战略协作精神和世代友
好理念，加大相互支持，增进政治
和战略互信，坚定不移致力于深

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俄要加大相

互政治支持。双方要在涉及彼此
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不断
巩固和深化政治和战略互信。要
通过深化务实合作和利益交融，

特别是推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
“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
建设对接合作，推进更广泛的区
域经济合作。要维护共同周边安
全，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上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同普京会谈：中俄加大相互政治支持

昨日的“全球顶尖海归专家
创业论坛暨‘创业天府’行动计划
—海创荟第八季”活动上，成都人
才发展促进会和欧美同学会企业
家联谊会达成友好协会的签约仪
式举行。

据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长
徐昌东介绍，达成友好协会，将有

利于通过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
会在海归人才群体中的影响力，
共同促进成都的人才引进，特别
是科技创新创业方面人才的引
进，以该联谊会为桥梁，向成都输
送人才，并带来知识、科技、资金
等，为成都发展带来动力。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搭建海归人才平台 成都签约欧美同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