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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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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
地给八哥留言，八哥会帮您解
答一切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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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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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帮帮”
帮您解答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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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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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闲
话”分为“休闲指
南”、“悦生活”2个
子 栏 目 ；“028 帮
帮”则是成都商报
为您服务的平台。

028报道
成都科学城、菁蓉国际广场、菁

蓉小镇、北欧 E 中心环交大智慧城、
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5 天时间、
近200条留言、推荐了10余个创新创
业地标。

8 月 16 日，成都商报新媒体矩阵
新成员——微信公众号“028报道”诞
生，推出的首个活动——“成都创新地
理再发现”备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都有数十条“八粉”留言，推荐自
己心中的成都创新地标。

“成都创新地理再发现”推荐活动
仍在继续，如果你心中有认定的创新
创业地标，或者你希望找到什么样的
创新创业地标，欢迎扫描版面上的二
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028报道”（微
信号：cdsbqyxwb028），给八哥留言。

北欧E中心9月运营
建西部规模最大电商孵化基地

位于新都北部商城的北欧E中心
将于今年 9 月开业运营，将建西部规
模最大的电商孵化基地。目前，中心共
有商业楼宇7栋，建筑面积约16万平
方米。中心将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应用
创新和以“自主创业+孵化创新+人才
培训+服务支撑”为核心的小微企业
及大学生自主创业基地、创新驱动示
范基地及高端人才孵化中心。对于入

驻中心的项目，除对办公用房进行补
贴外，还将对运营进行奖励。对到北欧
E中心经营科技孵化器等创新创业载
体的运营机构，经评审认定，给予 30
万－200万元的运营奖励。

磨子桥建中西部领先示范的
创新创业全要素聚集核心区

国内外知名IT、科技企业的聚集
地，科教资源也十分丰富，周边聚集了

川大、川音、中科院成都分院等高校科
研院所。武侯区规划，到2025年，将街
区建设成创业人才聚集、创业载体完
备、服务体系完善、创业成效显著、中
西部领先示范的创新创业全要素聚集
核心区。吸引各类创业人才20000人；
街区创新创业载体面积达到 20 万平
方米；培育引进创业投资基金 40 只，
资金总规模达40亿元；孵化创新型小
微企业10000家。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肖刚

“交桂路三巷，串串店、烧烤店，一
直闹到凌晨两三点，太恼火了！”8 月
17 日，一位微信公众号“028 报道”的
粉丝通过“028 帮帮”平台求助八哥，
称深受楼下串串店、烧烤店的噪音、油
烟困扰，夜不能寐。八哥了解、核实情
况以后，赶紧联系上金牛区九里堤街
道城管中队，对粉丝投诉的交桂路三
巷展开城管执法。据现场消息，九里堤
城管中队建立了24小时巡查机制，其
中一家烧烤店还被要求在 10 月内搬

离交桂路三巷。
8月19 日晚上8点30 分，交桂路

三巷上的灯火亮了起来，径直走过院
落一楼的门面，巷口是一家“排骨一
绝”的烧烤店。大约十米外的一家西昌
烧烤店，显得有些冷清：仅在店内摆放
了一张桌子，一名食客不时夹起肉放
到烤架上烤着，泛起油烟。

常被附近居民投诉的主要是这
两家烧烤店。九里堤街道城管执法中
队李队长介绍，涉及“排骨一绝”烧烤

店的投诉主要是噪音扰民。另一家
“西昌烧烤”困扰附近居民和城管队
员的则主要是油烟。前期执法过程
中，执法部门曾对老板提出减少桌
子、尽量少浸油、为每桌安装带净化
器的抽油烟机等要求，老板还写过保
证书：保证不占道经营、不油烟扰民。
然而，一直没有见到成效。“7月中旬，
我们就给老板提出要求，让他们 3 个
月内搬离此处。”李队长也告诉记者，
老板已经回复他们，目前正在寻找新

的店铺，将按要求在 10 月内搬离交
桂路三巷。

“我们的人员24小时值班，白天1
人巡查、晚上2人巡查，并有执法车24
小时巡逻。”李队长表示，对于噪音扰
民会进行劝阻，劝阻无效的会下发责
令整改通知；另一方面，对于油烟扰民
的投诉，城管部门会联系环保部门对
店铺油烟进行检测，若不达标则会要
求清洗油烟机设备后再检测，并进行
相应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关注“028报道”
继续推荐成都创新地标

交桂路三巷“西昌烧烤”噪音扰民

“028帮帮”联合城管现场执法 扰民烧烤店10月内搬离

金融支撑 产业聚集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新都布局

创
新
，新
布
局

密集互访
新都全面打通与珠三角、长三角
合作通道

6 月 26 日，成都全球创交会上，
新都与前海金控合作，募集总规模
39.5 亿元的生态建设和区域发展基
金；与上海申能诚毅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再度牵手，5亿元“新申二期”基金
落户新都。

承载着“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插
上金融的翅膀，新都趁热打铁、马不
停蹄，先后向中国开放最前沿、创新
最活跃的深圳、上海两座城市送出了

“橄榄枝”。
7 月 29 日，新都走进深圳，举行

“‘一带一路’下的新都机遇 2016成
都市新都区对话深圳知名企业暨投
资推介会”，并与当地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投资总额达50亿元。

时隔仅20天，8月19日，“一带一
路”下的新都机遇 2016 成都市新都
区对话上海知名企业暨投资推介会”
又在上海举行。此次新都赶赴上海，
与其说是招商，毋宁说是“选商”。新
都加大了对重点目标企业的精准对
接和招商力度，紧紧围绕新都区产业
发展规划战略，瞄准“高端装备、先进

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
“现代服务业”等七大招商方向。推介
会上，9家企业与新都签约，投资总额
63.5亿元。

全球创交会议、两次推介会，新
都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合作通道正全
面打通。

新都机遇
投资者期待与新都更多的
“十年”

8月19日的推介会，吸引了来自
区域内申能诚毅、可口可乐、宝钢金
属、安博（中国）、绿地集团、永大电梯
等230多知名企业的参与。

企业为何钟情于新都？从安博
（中国）副总裁、华西区总经理崔伟的
一席话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新都位于成都经济圈的核心区
域，其物流产业将在新的转型和发展
中进一步巩固其在成都乃至西部地区
的领先地位。”他透露，安博已计划初
期投资1.5亿美元，并已与区政府达成
追加投资的意向，积极参与构建和实
施新都区产业升级转型的宏伟目标。

上海诚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波与新都的渊源更要追溯到数年

前的“新申一期”落地新都时。事实证
明，当初在新都对实业的投资是明智
的。“投资的爱乐达已于2016年6月23
日向证监会递交创业板上市申请，若
成功上市，预期回报将超过30倍。”

上海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王金旋则用“十年”时间见证了新
都的发展机遇。正好十年前，宝钢集
团落户新都，2008年成都宝钢制罐投
产、2013年技改、2015年扩容。而8月
19日，宝钢金属与新都再次相约“下
一个十年”，将投资建设智能化铝制
易拉罐生产线，宝钢金属也将以新都
为基地，向工业气体、新产业培育等
朝阳领域延伸。

新都布局
践行“一带一路”的开放步履坚
实铿锵

新都的发展，必须置于成都发展
的大背景下。面对“一带一路”的战
略机遇，成都已经在路上，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深入实施“蓉
欧+”战略。

作为成都八大卫星城之一的新
都，近年来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大力构建起西部机电装备制造工业
区、成都北部商贸综合功能区等 9
大产业园区，并积极抢抓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机遇，充分利用“南方丝绸
之路起点”的战略地位，全面开启对
外开放，大力提升国际化程度。

践行“一带一路”，新都步履坚实
铿锵。

“中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最具国际影响力品牌城市”、连续22
年位居四川省十强县……一系列的殊
荣正是新都把握时代机遇、加快开放
发展的生动写照。“十三五”以来，新都
更是将“建设创业环境更优、发展活力
更强、幸福指数更高的现代化、国际化
新型卫星城”定为战略目标，一个阔步
走向国际化、蕴含着巨大潜力的新都
正向世界敞开胸怀……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报道

2016年8月19日，上
海浦东嘉里城。

230余家知名企业、
30余家主流媒体，将目光
聚焦于素有“天府膏腴、香
城宝地”之称的古蜀名都
——新都。“一带一路”下
的新都机遇 2016成都市
新都区对话上海知名企业
暨投资推介会”在这里举
行，9家企业与新都签约，
投资总额63.5亿元。

时间轴往回轻拨。7
月29日，“‘一带一路’下
的新都机遇 2016成都
市新都区对话深圳知名
企业暨投资推介会”在深
圳举行，新都与当地企业
签订合作协议，投资总额
达50亿元。

镜头再拉远一点，站
在更高的时空维度再看
新都，你会发现新都的雄
心远不止于此。南下印度
牵手班加罗尔，北上引进
中国中车，西挺与新疆奎
屯合作，东进全面打通珠
三角、长三角合作通道
……在“一带一路”的国
家大战略下，以金融为支
撑聚集优势产业，新都对
未来的布局已然形成。

南下，沿南
丝绸之路前行，牵
手印度班加罗尔，
与中国斯里兰卡贸
易和投资促进商会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北上，引进
中国中车，抢抓轨
道 交 通 经 济 新 机
遇，与德阳、绵阳建
立能源装备、机电
一体化战略合作。

西挺，与新
疆奎屯合作，共建
新都、奎屯两地面
向中亚及欧洲的家
具出口分拨中心和
跨境电子商务港。

东进，携手
深圳前海与上海申
能，全面打通珠三
角、长三角合作通
道，开辟金融创新
新路径。

新都与上海九家企业签约，投资总额63.5亿元

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