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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西南通讯第一
街”美名的太升路，将迎来
一次华丽转型。昨日，青羊
区宣布正式启动“太升创
业大街”。

■老商圈焕发新活力
太升创业大街将以

“创业办公”为核心，打造
集工作、社交、居住、娱乐
为一体的复合型创业社区

■重点发展三大产业
太升路商圈将重点发

展“互联网+通讯业”、现代
金融业、休闲商贸业

“太升创业大街”昨启动
老街区将变身“复合型创业社区”

昨日，青羊区宣布正式启动“太升
创业大街”，深圳世联科创旗下的小样
青年社区进驻太升创业大街，带来了目
前国内最先进的双创孵化服务模式与
平台；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也宣布，将
在位于太升路的成都电信电报大楼建
设中国电信成都创新创业项目。

老街区谋转型
打造“复合型创业社区”

经历过曾经的辉煌，如今的太升路
却面临着诸多窘境：虽然白天繁花似
锦，但一到晚上七八点人流马上就退
潮；与同为成都商业繁华地段的春熙
路、红星路步行街相比，街容街貌和商
业氛围却有着天壤之别……

去年下半年，青羊区启动了太升路
商圈整体转型升级，从整体上开始谋划
商圈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出路。拥有成都
中心城区黄金口岸、优质商务楼宇林立，
也有“雄飞·小样青年社区”、“中国电信
成都创新创业中心”、“二月茶@大健康
众创孵化平台”、“北京中创体科技金融
加速器”等多家专业孵化机构入驻其中
——太升路片区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
成为成都中心区域创新创业高地。

此次启动“太升创业大街”，将以

“创业办公”为核心，重点服务电子数码
及周边产品的创新创业，为创业者提供
各种层次的办公、生活所需的软硬件一
体化配套，打造集工作、社交、居住、娱
乐为一体的复合型创业社区，一定会让
老商圈焕发出新活力。

重点发展3大产业
8栋专业楼宇作为创业载体支撑

据介绍，目前雄飞中心、恒大中心2
个授牌楼宇已入驻企业85家。一个涵盖
在线孵化、创业苗圃、加速器、特色楼宇
等在内的多层级孵化空间体系正在加
快形成。据统计，该片区现有商务、类商
务物业体量超过50万平方米，2020年前
还将新增超过30万平方米的物业供给。

而未来的太升路商圈也将重点发
展“互联网+通讯业”、现代金融业、休闲
商贸业三大产业。目前，太升创业大街
已经备齐8栋专业楼宇作为创业载体支
撑，青羊区互联网金融产业园、青羊区
科技金融中心、青羊区通讯设备电子商
务园提供了数万平米的创业空间。下一
步，立足太升路现有商贸产业基础，青
羊区还将加速创新创业企业及产品的
产销展一体化发展，共同建造太升创业
大街的资本生态。

竞争转化为竞合
全省首个“双创”孵化器联盟揭牌

昨日，在太升创业大街启动发布会
上，青羊区双创孵化器联盟也正式揭
牌，这在全省还是首个。

“过去我们孵化器之间是一种竞争
关系，现在则转化为竞合关系。”青羊双
创孵化器联盟理事长单位相关负责人
介绍，首批12个成员单位包括了明堂青
年文化创意中心、西村文化创意孵化园
等11个知名孵化器，以及作为秘书长成
员单位的成都市青羊区欣创投资公司。
各孵化器之间通过资源整合，形成联盟
化的“导师团”“资本团”，在和政府、银
行、企业等对接时也成为一个整体。

无论是太升创业大街的启动，还是
双创孵化器联盟的成立，都是青羊区
大力推动双创工作的缩影。抢抓双创机
遇，该区努力打造太升现代移动互联网
商圈、骡马市省级金融服务集聚区、少
城国际文创硅谷、环西南财大金融智谷
等特色创新创业基地。据悉，今年将力
争新增各类重点科技企业34家，新增科
技企业2370家，新增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3家，创业服务机构达到16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总量9.19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到410亿元。

3C应用、互联网+、智能硬
件、VR、AR……刚刚启动的太
升创业大街上，由世联科创运营
的雄飞·小样青年社区无疑是一
颗闪亮的明星。

“我们将以互联网+、科技
型服务企业、新型商务商贸为核
心，打造集‘创、研、展、销、投’为
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平台。”雄
飞·小样青年社区负责人王韵凯
说，这里不单单能给创客们提供
办公环境，还能解决创客们衣、
食、住、行等生活场景的需求，满
足青年创业人群的多元需求。

据介绍，“小样青年社区”品
牌隶属于深圳世联科创集团，该
集团是由唯一同时拥有4家国家
级孵化器的科技创新服务提供
商、中关村创业大街缔造者——
清控科创与唯一A股上市的房
地产综合服务提供商——世联
行联合组建。

“小样青年社区的进驻，将
为太升创业大街带来目前国内最
先进的双创孵化服务模式与平
台。”而太升创业大街也将以雄
飞·小样青年社区为样板，打造成
都版的“中关村创业大街”。

始 建 于 1956 年 的 成 都 电
信 电 报 大 楼 ，是 太 升 路 上 的
老 地 标 之 一 。乘 借 太 升 创 业
大 街 开 街 的 东 风 ，中 国电信
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杨理宣
布，将把成都电信电报大楼打
造成“中国电信成都创新创业
中心”。

记忆中的老地标
要转型成创新创业基地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不断
更新和发展，电报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2008年，在为成都、
四川乃至整个西部地区服务了
50多年之后，电报业务和使用
正式停止了。

杨理介绍，今年5月12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的实施意见》，确定了首批共
28个双创示范基地，中国电信
集团入选，而成都电信则被确
定为中国电信集团的首批试
点基地。

此次，成都电信将借助太升
路“现代通讯科技城”品牌优势
以及商圈整体转型升级的机遇，
打造中国电信成都创新创业中
心，就是希望构建产业互动的双
创生态系统。

不限领域
可优价享受云服务

此次以成都电信电报大楼
为载体打造的中国电信成都创
新创业中心，也将被作为省、市
电信联合建设的天虎动力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据悉，该中心面
积近5000㎡（包含楼顶洽谈办公
区域），将突出LOFT风格，以简
洁、明快、开放的规划理念打造
成具有现代感和科技感的孵化
基地，基于“互联网+”技术手段
为创客提供新型形态的多种服
务，建成集信息化体验与双创成
果转化为一体的科技体验基地，
实现创客产品与自身展示空间，
对接全球投资、服务与需求资源。

同时，基于通讯运营商的自身
优势，还将提供最佳的泛在网络和
云服务，例如以优惠的价格享受最
新技术的云主机、云存储等服务。

“对于创新创业团队，我们
也将不限领域。”此外，中心还将
搭建线上线下互动的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面向社会提供产品发
布展示等服务。

目前，该中心的规划建设方
案已经基本确定，进入建设的前
期准备阶段。预计经过3~4个月的
土建和内部装修，就能面向创业
团队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入驻团队将不限领域

成都电信电报大楼变身双创孵化器

今年7月24日，二十国集团（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四川成都闭
幕。会议期间，全市162个治安卡点全
面开展“逢疑必查”。G20成都会议安
保期间全市出动警力13万余人次，在
安保核心区、安保警戒区、安保控制
区、安保疏导区，按照“屯警街面、武装
巡逻、动中备勤”要求，特警、武警全天
候开展混编武装巡逻。

针对“低慢小”飞行器管控，在此
次安保中成都公安启动了强大的无人
机反制措施，专门配备观测、监控雷
达，对敏感区域低空飞行无人机开展

驱离、迫降，直至通过电子干扰装置将
其击落。

据成都市公安局现场安保指挥
部有关负责人介绍，G20成都会议安
保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从全市抽调的
近300名经过严格培训的安检民警，
运用节点探测仪、摩尔炸药探测器、
红外视频伸缩臂镜等先进装备和防
爆搜索犬，对会议场馆和交通要道沿
线进行地毯式的严密安检，共计完成
安检人员10万人次、场地23万平方
米，确保安全。

从6月中旬开始，成都公安在全市

范围开展了“2016 平安成都·夏季铁
拳行动”系列打击、清查行动，清查整
治出租房屋、中小旅馆、游戏厅、桑拿
按摩、寄递物流等重点行业场所5.4万
余家，盘查嫌疑车辆1万余辆、人员1.4
万人，检查涉危单位580余家次，整改
安全隐患47处。截至7月21日，收缴枪
支17支、子弹37发、管制刀具和弓弩
170余把，查处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嫌疑
人2600余人，处罚宾馆旅店67家，整改
消防隐患1800余起。

蒋波 赵帆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严诗琪

昨日，成都地铁公司做客“成都面
对面·政风行风热线”透露，近期即将
开通的3号线一期，开通试运营后预测
日均客流将达到40万人次，全网客流
将增至日均200万人次。3号线一期全
天运营时间为早6时30分至晚22时50
分，单边只需34分钟，就可从太平园站
至军区总医院站。

关于规划和前期工作方面，成都
地铁公司透露，目前正在研究跟踪国
内磁悬浮技术的发展，不排除将来成
都建设磁悬浮线的可能性。

7月12日至15日，受成都市交委的
委托，成都地铁3号线一期工程试运营
基本条件评审会在蓉举行，会议邀请
了26名来自上海、广州、深圳、南宁、青
岛等城市的轨道交通专家。最终，成都
地铁3号线一期顺利通过评审，具备试
运营条件。

现在成都地铁3号线一期已进入
正式开通前的倒计时，今日成都市政
府新闻办将召开“成都地铁3号线一期
工程开通试运营”新闻发布会，将在会
上披露准确的通车时间。

据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谢
斌介绍，根据前期的客流预测，地铁3
号线一期开通后的日均客流将达到40
万人次，全网1、2、3、4号线一起日均客
流将达到200万。

“3号线一期开通运营后，其客流

增长将远高于此前通车的4号线一
期。”谢斌说，4号线一期通车至今7个
多月，日均客流约在33万人次，而现在
全网日均客流最多的是1号线，达到65
万人次。

之所以3号线一期开通后，客流会
显著增长，据谢斌介绍，因为3号线一
期沿线各站，经过动物园、驷马桥、李
家沱、新南路、红牌楼等核心区域，并
且辐射新都和双流，沿线居民区、商业

较为发达密集。
通车后，预计单边运营时间在34

分钟，票价方面，3号线一期全程需要4
元，全网最高票价仍为7元。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成都国税借助“互联网+
纳税服务”新模式，着力依靠
微信、微博、QQ群等新媒体
平台形成三大“微矩阵”，强化
纳税服务办事效率以及服务
质量，助力营改增。

多 措 并 举 构 建 微 信 矩
阵，挖掘“蓉税通”平台潜力。
创新宣传方式，综合运用文
字、图片、音频、视频、VR全
景图、MG动画、H5页面等形
式，借助平台特色栏目向纳
税人宣传和解读“营改增”新
政策，提升宣传效果；创新咨
询方式，“区县导航”栏目可
实现与微博矩阵、QQ矩阵的
无缝对接，同时在营改增栏
目中与“12366”平台零度衔
接，快速为纳税人提供咨询，
及时为纳税人排忧解难。创
新服务方式，优化双向预约
服务平台、增设大厅流量短
信预警、建立涉税低风险查
询系统，实现提前预约、错峰
办税、风险预警等，极大地提
高了纳税服务效率。在营改
增期间，成都国税“蓉税通”
新增关注人数15422人，专栏
发布106期，总阅读量高达80
余万人次，实现“互联网+纳
税服务”新融合。

双向互动强化微博矩阵，
提升征纳互动热度。注重上下
互动，市县两级及时传播政策
方针，并借力微信矩阵宣传解
读，引导纳税人学习掌握营改

增政策信息。注重及时服务，
与纳税人之间进行有效互动，
了解纳税人需求，解决纳税
人难题，快速准确地回复营
改增咨询，提高纳税人体验
度和满意度。注重舆论引导，
第一时间关注有关营改增的
网络舆论和热点话题，本着
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准确解
读，正确引导网络舆情走向。
营改增期间，成都国税新增粉
丝329人，发布106条微博，总
阅读量达13.17万。

统筹联动建设QQ矩阵，
拓展税企交流深度。围绕“营
改增”中心工作，构建QQ矩
阵，打造税企互动新品牌。实
现市局税收宣传咨询服务中
心指挥协调，各区县局实际运
作，集中管理、规范服务，向纳
税人提供点对点、面对面的

“指尖服务”。进一步加强税企
QQ群平台管理、宣传、咨询
和反馈等功能，促进税企双方
的零距离沟通。借助税企QQ
群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微信矩
阵、微博矩阵的营改增热点，
以需求为导向，实现360°全
方位服务，提升办事服务质
量。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税
企QQ群57个，配备专业化管
理人员130多人，群成员累计
达7.6万人，营改增期间咨询
量约计50余万次，纳税人切身
体验到“指尖服务”的高效快
捷。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成都国税发布

发票违法违章
6月全市342户纳税人受罚
成都市国税局昨日通报称，2016年6月份全市共有342户

纳税人因发票违法违章行为受到处罚。其中：未按规定开具
发票达121户；未按规定保管发票达221户。如果发生上述发
票违法违章行为，依照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四川省地方税务
局关于发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办法（试行）》的公告
（2015年第9号），纳税人将面临如下风险：

1.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处以罚款；
2.没收违法所得；
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税动态

成都国税三大“微矩阵”助力营改增

小样青年社区入驻太升路

打造成都版“中关村创业大街”

地铁3号线一期试运营时间今日揭晓
相关负责人还透露，成都将来可能建磁悬浮线

为G20成都会议保驾护航
雷达监控 成都警方启动无人机反制措施

雄飞·小样青年社区办公环境

太升创业大街发布会现场

6月7日，成都地铁3号线特色站点亮相 摄影记者 郭广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