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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系列新闻发布

2

打通军民深度
融合创新通道

首次透露“军民融合十条”
鼓励军民混合所有制改革

市政府新闻办昨日举行
成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系列
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主题为打
通军民深度融合创新通道。市
经信委在发布会上首次透露
了“军民融合十条”的主要内
容，以及成都在军民融合领域
的改革举措。

未 来 ，成 都 将 按 照
“1234”总体发展思路，建设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着力推动“民参军”机制创新
和“军转民”开放创新，加快
构建“1+N”的产业发展、空
间布局和政策保障三大体
系，积极推进军民技术融合、
军民产品融合、军民资本融
合、军民人才融合。

在出台以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
道为目的的“成都新十条”之后，成都曾透
露将出台“军民融合十条”促进打通军民深
度创新通道。昨日，鲜樱首次透露了“军民
融合十条”的主要方向，并透露这份文件已
完成起草，待报批后将正式发布。

在体制机制上，成都将鼓励军民融合
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除了支持民营
企业、军工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成都
还将支持企业提升市场证券化水平。支持
军民融合重大项目方面，“军民融合十条”
已制定相关政策。主要是对项目建设本身
给予补贴等支持，同时对重大项目所在地
的区（市）县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
定的补贴。

成都将支持民营企业提升参军能力。

“民参军”有较高的门槛和条件，文件出台
后，在蓉民营企业只要取得了保密证、生产
许可证等四证之一，都能够从政府获得相
应的奖励。支持军民融合企业开拓市场，成
都将对军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给予一定扶
持。对民口企业承担军工科研的国家计划
给予相应支持。

支持完善军工配套产业体系。“军工单
位从产业角度讲是龙头企业，比如132所、
420所，它们的产品是总成，我们希望支持
龙头企业带动中小民营企业，形成产业链，
加快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他说，今后成都
将对军工企业采购本地中小企业产品给予
一定的资金补助。与此同时，民口中小企业
参加军品制造，也能获得奖励。军民融合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成都将对平台建设

给予一定补贴，特别是“军转民”、“民参军”
的信息平台、采购服务平台等。一方面对平
台本身硬件建设的资金补助，另一方面对
日常运营给予一些补贴。

军工单位有着很强的技术水平和科研
装备，成都将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建
设。鲜樱说，以往的体制下，军工单位主要
是为自己服务，下一步将鼓励军工企业，在
保密的前提下，对全社会开放。对军工单位
开放技术平台、民营企业利用军工单位技
术平台都将给予一些奖励。

鲜樱表示，“军民融合十条”的特点是
政策为双向，既支持军工又支持民口。同
时，政策仔细研究了军民融合的特点，按照
具体情况，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针对重点
项目给予支持。

2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据四川省防办调
令，紫坪铺水库计划于7月26日晚11时
开启1号泄洪洞泄洪，最大出库流量约为
1200立方米/秒，预计5天下泄流量1亿
立方米左右。

按照调配，都江堰六干渠引入流量
490 立方米/秒，金马河最大流量约为
790 立方米/秒。目前，泄洪通知已下达
到金马河沿线的都江堰市、温江区、崇
州市、双流区、新津县。记者从成都市水
务局及都江堰市水务局获悉，本次泄洪
确实属于常规调度。但泄洪期间，金马
河沿线区域需防止意外发生。

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称，本次泄洪只是一次常规调度，市民无
需恐慌。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十三五”末破1500亿 将建军地会商制度
成都具有发展军民融合产业独特的军

工资源优势。中航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
团、航天科工集团、兵器集团、兵装集团、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电科集团、中核
集团、中核建集团等国内军工集团和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成都均有布局。

市经信委总工程师鲜樱透露了一系列
数据：成都拥有军工保密资质的企事业单
位超过300家，约占全省1/4，占全国近8%。
在部分产业和领域，成都不仅在全国，甚至
在全球都具备优势。比如，航空产业规模位
居全国前四，在整机（包括无人机）及发动
机研发制造、大部件维修、航电产品研发制

造等领域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信息安全产
业规模与北京、上海、深圳同处国内第一方
阵，部分领域已达到全国乃至世界先进水
平。

同时，成都拥有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3
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2个。聚集了电子
10 所、29 所、30 所、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等军工科研院所，拥
有大批军工产业人才。

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探索破除
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是成都的重要任
务之一。鲜樱表示，成都将按照《成都市军
民融合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打通军民

深度融合创新通道，力争到“十三五”末，建
成“成都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打造国家
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突破1500亿元。

今年，成都将组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基金，由市级财政出资5亿元，逐渐放大到
20亿元的规模，以推进技术转移和产业孵
化。目前成都军民融合产业协会、军民融合
产业联盟正在筹备，近期将正式成立。利用
协会这个平台，成都将建立完善军地部门
会商制度，在保证国家秘密安全的前提下，
建立起军地信息定期共享通报制度，理顺
军地信息交流渠道。

首次透露“军民融合十条”文件已完成起草

载体
建设

成都商报
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办获悉，
载体建设上，
成都已布局天
府新区军民融
合 创 新 产 业
园、新都区军
民融合航空产
业基地、彭州
市军民融合航
空 动 力 产 业
园，双流区、高
新区、青羊区、
金堂县的航空
产业园建设方
案也已完成。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军民融合产业按
组团式规划布局，主要布局在成都科学城
区域内，兴隆湖东南角，规划面积16平方公
里，起步区面积3平方公里。军民融合组团
按照“产城一体、统筹规划、集中开发、分步
实施”的原则，重点发展军工电子、卫星应
用、航空产业、机电装备、信息安全等产业。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经发局工业信
息化处处长郭阳表示，天府新区军民融合
产业组团3平方公里起步区的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城市设计已编制完成，正在报批。
直管区在成都科学城兴隆湖北侧和西侧，
投资建设了天府菁蓉中心A区、B区，总建
筑面积40万平方米，今年下半年，天府菁
蓉中心A区将实现首批企业入驻，B区也
将于2017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项目引进方面，中国兵器先进激光创
新产业基地、成都盟升电子卫星通讯产品
研发生产基地、中久安特高功率微波非致
命武器、四川久远银海成都光电基地等一
批军民融合项目已经签约落户直管区，总
投资约60亿元，占地面积815亩。

新都区拥有一所二厂（624 所、420
厂、205厂），在航空发动机方面同时具备
研发与制造能力。目前，新都区已布局了
军民融合航空产业基地。新都区副区长范
家堂表示，新都将加快建设成都航空产业
园，作为军民融合发展的承载平台，产业
园位于石板滩镇，将打造成国内顶尖的航
空发动机研发中心、航空产业配套基地和
国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试验区。

目前，新都区已编制了9平方公里的
航空产业园初步规划，首期5平方公里已
经启动拆迁，24亿元的整体城镇化建设
专项贷款已经获得了审批。同时，新都选
定了345亩土地，用于624所在新都拓展
建设，将建成核心技术团队达3000人的
国内顶尖航空发动机研发中心。

新都将组建航空产业联盟，目前已
梳理区内航空发动机配套企业 71 家，
已和 6 家核心配套企业进行了对接，并
已签约 1 家，将组建航空产业联盟。同
时，这些企业也将逐步聚集到成都航空
产业园。

在彭州丽春镇，规划了总面积 12.1
平方公里的彭州航空动力产业功能区。
彭州市市委常委毛军表示，彭州携手
5719工厂成立了西部地区首个成都增材
制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聘请多位院士
及教授为发展顾问。同时，以彭州市工投
公司为融资平台，筹集资金 5 亿余元用
于功能区征地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引进方面，总投资6.1亿的泰资
科技再制造产业基地项目建成投产，总投
资25.1亿、共9个子项目的5719工厂航利
产业园项目中2个项目和总投资3.17亿
的增材科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
已开工建设，总投资10亿的涡轮发动机
关键部件制造与修复项目将于8月动工。
还洽谈了泛航空文化博览园、永瀚精密制
造等15个总投资达79.7亿的优质项目。

下一步，彭州将以建设“中国蓝色动
力硅谷”、打造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产业园为目标，加速构建“研发-试验-
制造-维修-再制造”军民融合航空动力
全产业链布局。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天府新区
完成3平方公里起步区城市设计

新都
集合71家企业 将建航空产业联盟

彭州
百亿项目入驻航空动力产业功能区

引领核心价值 推动精神家园建设

多位嘉宾发言表示，当今网络文学在蓬勃
发展的同时，也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况，呼吁“网
络文学需要大浪淘沙”，并表示以互联网为载
体的精神文化，对推动先进文化发展、重塑民
族精神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四川省网络作协副主席陈杰认为，网络文
学作品要想被人民喜闻乐见、广泛传播，除了
构思巧妙、情节引人入胜之外，必然基于正确
的价值观。“作为新兴文学的主体，应该更严谨
地要求自己——这是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
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立杰以公
司旗下的民族音乐精品库为例，认为网络音乐

的发展要加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坚持正版、
扶持原创、弘扬主流文化价值观。

中国移动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原创事
业部经理林旭说，要推动网络文艺走向“黄金时
代”，就不能单单以经济价值为导向。“网络文艺
精品，应当是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

创新产业发展 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互联网和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已成为最主
要的时代潮流。充分发挥网络文化助推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将为带动新一轮创新驱动
型产业布局和投资奠定基础。

成都古羌科技有限公司（看书网）策划总
监刘浩暄提出打造泛娱乐文化产业价值链的
新模式，将自有的8.4万部作品IP免费共享出

来，通过合作开发等方式，将网络文学作品开
发成游戏、影视、动漫等更多形式的文艺产品。

成都博瑞集团-天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严雯也认为，可以把成都的优势、特
色文化元素良性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本地资
源平台和产业标识，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

打造成都名片 深挖成都气质

文化是彰显城市气质、展现城市形象最鲜
明的印记，借力网络文化，成都这张名片怎么打？

爱奇艺四川站/四川屏行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创始人CEO陈俊君认为，成都要吸引优秀
人才、资本的进入，进而形成网络大电影的生
产高地，真正把网络大电影产业化。

成都市动漫游戏产业协会秘书长罗霄说，成
都是国内动漫游戏产业第三城，尤其是游戏，无论
端游、页游还是手游，均有知名度甚高的作品，继
续打造动漫游戏，将深挖成都青春活力的气质。

赛凡科幻空间运营总监孙悦则认为，互联
网文化的发展是成都再塑“科幻之都”名片的
最好机会。“科技与创新息息相关，科幻产业也
将突出成都的创新气质。”

市网络文化座谈会召开并发布《成都倡议》

展示成都气质 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昨日上午，由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主办的成都市网络文化座谈会召开。
20余名网络作家、艺术家、新媒体人士以及动漫、游戏、阅读等网络文化产业管
理者参与座谈，并共同签署发布了《繁荣发展网络文化成都倡议》。

作为国内网络文化发展的排头兵，成都市网络文化建设路在何方？坚持何
在？创新何在？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8位代表作了主题发言。 会议现场发布了《繁荣发展网络文化成

都倡议》，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号召成都的
互联网文化从业者，努力建设“中西部最具影
响力、全国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文化之都”。

网络文化建设者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
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创作要坚
持以人为本，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网
络文化产品，去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

《倡议》提到，网络文化要将地域文化和
国际交流进行结合，既要挖掘成都的地域文
化，又要促进成都地区的网络文化作品走出
去，实现互联互通、共同繁荣。

《倡议》号召，要保护互联网知识产权，
保护从事互联网文化产业的企业及个人的
合法权益。加强互联网文化企业使命感、责
任感，构筑网络诚信，共同促进互联网持续
健康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发布《成都倡议》：

建设国际知名文化之都

紫坪铺水库

昨晚泄洪
金马河沿线需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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