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3日，一场充满活力的“创业天
府菁蓉汇·邛崃”创意白酒专场活动的举
行，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集在“邛酒”上。
邛崃市首次对外宣布了再铸邛酒辉煌的

“三个一”行动——组建总规模为15亿元
的“四川发展邛酒投资基金”、与国内知
名的互联网白酒领军品牌燃点成立合资
公司、在平乐古镇搭建“菁蓉酒谷”全新
创意白酒项目孵化器。

作为中国白酒原酒之乡，鼎盛时
期，邛崃有白酒企业1600多家，原酒产
量占全国近七成，年销省外原酒约占
出川原酒的80%。近年来，酒业处于深
度调整期，邛崃市委市政府从创新创
业角度出发，到2020年力争把邛酒打
造成百亿产业集群，让“邛酒”品牌焕
发新的活力。

4项目路演 融资近8000万元

在“菁蓉汇”的活动现场，“封坛天
下”、“良酉传播——壹窖酒”等4个优秀
项目进行了路演，一展年轻人的创业风
采。“封坛天下”项目获得1850万元融
资，“良酉传播——壹窖酒”项目获得
1950万元人民币加30万美元，“鲲鹏酒
业”项目获得1900万元，“今天吃啥”项

目获得1550万元，四个项目累计获得接
近8000万元融资。

与会嘉宾认为，创意白酒将在酒类
包装、营销、对接新生代等方面发挥“鲶
鱼效应”的作用，推动传统白酒新生，更
好地实现转型升级。

政策引导 邛酒驱动白酒蝶变

“目前，邛崃白酒产业创新试点区
建设已成功纳入成都市《创新型城市建
设2025规划》，我市还专门出台了《关于
支持白酒产业发展的十条措施》，财政
每年将投入1000万元扶持资金。”邛崃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在推动邛
酒产业发展壮大、支持白酒企业做大做
强、支持白酒企业标准化生产、支持白
酒企业创新创业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
体的措施，以引导白酒企业调整产品结
构，推动白酒产业发展壮大。

同时，邛崃市正抓紧制定《促进邛
酒产业振兴发展工作方案》《邛酒地标
专用标志使用奖励机制》等一揽子政策
措施，着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努力
形成集邛酒交易、现代物流、金融服务、
教育培训等为一体的新型商贸旅游体
系，实现邛酒产业发展振兴。

今天，扫描版面左边的二维码，关
注“028报道”后您就可以发现，“028报
道”的头像是一只戴着眼镜的熊猫，它
微微低着头，好像在思索什么大事，又
好像一抬头就会冒出什么段子。

这只名为“八哥”的熊猫的即视感
就体现出“028报道”的两大方向：立足

大成都，定位为各区（市）县与市民直
接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深耕区域内各
区（市）县，一手传递“政事”声音，一手

“闲话”耍事指南。
今日，“028报道”的首个头条推送

关注成都科技创新最新进展——启动
“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活动。该活动

是《成都市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实
施方案》披露后成都首个以“创新改
革”为主题的活动，将组织小记者、拍
客走进成都的区（市）县特色创新创业
载体，观察、体验、记录特色创新项目，
发现成都创新新地标。

“028报道”是一个不断进步的

平台，将会不定期推出类似活动，深
度关注大成都区域发展，并逐步拓
展政务服务功能。当然，“耍遍”大成
都的活动也不会少，打折、返券都不
是终点，免费的吃喝玩乐也不是不
可以尝试哦！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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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一”行动
创意让“邛酒”从此不同

“028报道”来了
一号在手，成都全有
大成都政事耍事一号打尽

2016年6月24日，国务院批复原
则同意《四川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方案》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成都市一马当先，编制《成都市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实施方案》，明确
了8个方面26项改革任务。各区（市）县
也千帆竞发，抢抓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新机遇，一系列创新改革举措相继实
施，成都区域创新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成都创新高地在哪里？新形势下，

区域创新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成都商报从今日起，联合成都商报
APP、微信公众号“028报道”，共同推出

“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系列活动，探
寻成都创新基因，“绘制”成都创新地
图，并寻找“成都创新地标”，发掘区域
投资新价值。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成都路径

7月25日，成都市召开关于全面创
新改革试验系列新闻发布的首场新闻

发布会，到8月5日，已经连续举行了6
场新闻发布会。

从“打通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道，
加速成果转化”，到“打造国家级军民融
合创新示范区”；从“实施人才优先发展
战略”，以“人才红利”驱动成都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到“大力实施金融支撑战略，
奋力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从“建区
域协同创新机制，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
同体”，促创新政策跨区域协同、创新要
素跨区域流动、产业链跨区域联动，到创
新创业载体平台建设，成都市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的路径已经了然于胸。

8月9日，成都市科技创新大会上
明确：在科技创新上，成都市将在“谁
来创新”、“哪里集聚集约创新”、“创新
路径”、“创新抓手”、“保障创新”等方
面谋求五大突破。

寻找成都创新地标 请你来推荐

创新，离不开载体。截至目前，成
都已累计建成各类创新创业载体210
家,今年，成都将实现挂牌市级以上创
新创业载体220家、国家级众创空间30
家。在这些载体中，哪些堪称成都创新
地标呢？

于创业者而言，创新地标一定是
孵化器、资本和公共服务聚集的平台。
于区域而言，创新地标已然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动能。

从今天开始，通过微信，关注微信
公众号“028报道”，就可留言推荐你心
目中的创新地标和推荐理由。成都商
报将特别组织“小记者科创夏令营”和

“拍客眼中的成都创新地标”，以小记
者和拍客的视角，发现不一样的创新
亮点，绘制成都首份创新地图。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028报道”关注三个方向：
“028政事”、“028闲话”、“028
帮帮”。

“028政事”又细分为“区域
动态”、“深度调查”、“028曝光
台”等3个子栏目。“区域动态”既
有区（市）县抢抓发展机遇的大
动作、创新创业最新机遇展示，
也有民生项目观察；“深度调查”
则针对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方面的重大、重要事
件，展开深度调查，揭示事件真
相；“028曝光台”是一个舆论监
督平台，如果您有线索，欢迎给

“八哥”留言，我们会派出资深记
者进行调查及监督报道。

“028闲话”分为“休闲指
南”、“悦生活”2个子栏目。您
看，第一期的“休闲指南”里，成
都商报区域记者去了大成都特
色葡萄采摘地体验，为您定制
出详细的8月葡萄采摘指南。

“悦生活”展示了“耍家”、“耍
事”，看别人的耍法、晒自己的
耍法。如果您是资深“耍家”、有
独特“耍法”，欢迎给“八哥”留
言，并做好接受记者专访、成为
网红的准备！

“028帮帮”则是成都商报
为您服务的平台。日常生活中，
您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如今
年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是
多少、老年证该怎么办理等，给

“八哥”留言，“八哥”会帮您。

扫描二维码，或在微信公
众号里搜索“028报道”（微信
号：cdsbqyxwb028）可直接
关注本公众号，与“八哥”互动。

白酒创新的“邛崃样本”：

一基金一公司一平台
助力百亿邛酒产业集群目前，邛崃拥有白酒生产

许可证企业159家，规模以上白
酒企业23家，窖池23741个，白
酒年生产能力达30万吨，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1件、省著名商标
12件、省名牌产品9个、自主品
牌82个，已形成了5平方公里的
白酒产业园区，产业基础雄厚。

近年来，白酒产业进入深
度调整期，产业转型发展迫在
眉睫。邛崃市委、市政府坚持创
新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创意白
酒、时尚白酒。去年6月，邛崃市
建投集团牵头，与8家白酒骨干
企业共同出资组建了国有控股
和民营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四川邛酒集团有限公司，
旨在建立白酒“邛崃标准”，通
过资源重构、产业重生、版图重
塑“三重变奏”再铸邛酒辉煌。

邛酒集团董事长曹映友透
露 ，他 们 正 积 极 运 用“ 互 联
网+”全方位营销。去年12月，
公司与粤科创投界推出互联网
白酒金融项目，预融资额为
4000多万，首款众筹产品“平落
老烧坊”上线。去年底推出的
2000坛“平落老烧坊”特色邛
酒，已于今年上半年售完。“我
们在天猫、京东开设了邛酒专
营店。同时，与红旗连锁，1919
酒类直供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成都商报与“028报道”共同推出

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
寻找成都创新地标

温馨提示 /

参与方式：关注版面左边的微信
公众号“028报道”，就可留言推
荐的创新地标和推荐理由

去产能、树品牌，如何突围完成“邛酒”的转型升级？邛崃市委市
政府也通过双创来激发新的活力。在“创业天府菁蓉汇·邛崃”创意白
酒专场活动中，亮相的三项举措为“邛酒”品牌的发展，绘制了蓝图。

■ 为投资者推荐创新项目
■ 为创业者寻找创业福地
■ 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智招才
■ 成都首份创新地图即将出炉

“创业天府 菁蓉汇”的创
意白酒专场活动现场，举行了

“四川发展邛酒投资基金”揭幕
仪式。川发展与邛崃市委、市政
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由四川
发展和邛酒集团共同设立一家

基金管理公司，组建总规模为
15亿元的产业基金，将开展原
酒收储与销售、白酒金融、股权
投资、技术服务、原酒仓储的业
务，为白酒企业发展提供资金
支持。

邛崃市国有公司邛酒集团
与国内知名的互联网白酒领军
品牌燃点将成立合资公司运作
创意白酒，邛酒集团占股39%。
国内知名的创意白酒生产团
队、北京燃点在线技术有限公
司的CEO赵晓朴担任新公司

的CEO。他笑言，自己的身份
从“北漂”变成了“蓉漂”。

邛酒集团还与1919酒类直
供达成合作，“我们会将邛酒品
牌的相关产品面向全国300多
个城市的渠道全面铺开。”1919
酒类直供CEO杨陵江说。

国内首个创意白酒专业孵
化器——“菁蓉酒谷”的亮相让
大家眼前一亮。“菁蓉酒谷”是
集创业孵化与产业转型于一体
的创新创业项目，定位“精英创
业 垂直孵化”。目前已有成都

落点雨、博觉者酒业、酒易通、
古川创客等10家企业意向签约
入驻。政府为”菁蓉酒谷“配套
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如将为
创业者提供3~6个月免费的8人
独立办公室等。

1 关键词：一基金
15亿元产业基金为邛酒腾飞助力

2 关键词：一公司
从“北漂”到“蓉漂”身份的转变

3关键词：一平台
国内首个白酒孵化器“菁蓉酒谷”启动

028报道
三大关注点

既享资讯又能互动
满足阅读办事需求

菁蓉汇创意白酒专场活
动，现场充满邛酒元素

气势恢宏的邛酒地图

7月16日，成都天府新区，成都创新科学城聚集着成都的创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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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阅尽大成
都大事、要事，一号
掌握最全大成都耍
事资讯，一号互动
为您身边的难事求
解……

今日起，由成
都商报深耕区域
报道的采编团队
倾力打造的微信
公众号“028报道”
正式上线，成都商
报系新媒体矩阵
又添新成员！

邛酒，有着2000
多年的酿酒历史和
丰厚的文化积淀，
在文人墨客的诗篇
中 ，均 有 迹 可 循
——

文君当垆、相
如涤器的爱情故事
至今为人传颂

陆游、李商隐、
杜甫为邛酒写下了
脍炙人口的诗章

近年来，酒业处
于深度调整期，邛
崃市委市政府从创
新创业角度出发，
到2020年力争把邛
酒打造成百亿产业
集群，让“邛酒”品
牌焕发新的活力。

028报道

邛酒新活力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