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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成都发展这一年
这10个数字值得你记住2016

2016年，锦江区地税局第
七税务所为企业降税减负见成
效，全年累计完成各种税收优
惠政策落实事项260余件。

据了解，该所今年完成保
险公司政策性退税11件，主要
是各保险公司一年期以上返还
性人身保险的减免性退税。这
项工作具有公司多、险种多、笔
数多、金额大、跨度时间长、审
核流程复杂等特点，但税务所
管理人员不计较、不厌烦，耐心
细致地有效推进，前后用时半
年时间，全面完成退税任务。同
时，该所完成申报错误退税5
件。主要是完成企业各种原因
的申报错误退税申请，管理人
员按照市局区局要求和企业经
办人员一道完成资料准备、初
审、上报审核、退税文书录入、
往返金库退库等工作。三是完
成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备案事项
13件，在2016年度期间，在向相
关企业宣传优惠政策落实的同
时，提醒企业不忘履行备案手
续，并实施事后跟踪管理，确保
应享受优惠政策企业享受到
位，同时对于实地核查不符的
及时取消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四是完成企业年度三代手续费
返还 230余件，严格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代扣代缴手续费返还工
作，确保相关企业的权益落实
到位。 成都商报记者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成立4年半的老外夜骑团：
正迎来成都年轻人参与

“Friday Night Ride”（周五夜
骑），是这个老外骑行团的团名。每
周，印有团名的电子海报会在朋友
圈里预热，号召骑行爱好者参与活
动。资深团员Julius说，夜骑团大约4
年半以前就成立了，无数在成都常
住或暂留的外籍人士都曾加入。

Julius来自美国芝加哥，中文名
叫高立人，目前在四川大学做英语
口语教练，3年半前加入了夜骑团。
他介绍，团员们来自美国、英国、墨
西哥、日本等国家，每次参加的人数
30至50人不等，有时能多达上百人。
每周五晚8点，大家按照不同的主题
变装，集合后一起出发，骑行总距离
在10公里到15公里之间，时长大约
是1个半小时。

在高立人看来，骑行是最便捷
的出行方式，也是认识一座城市最
直接的方式。“不会像私家车一样遇
到堵车，也比走路能去更远的地方，

骑行在两者间做到了平衡。”高立人
说，他们骑行不是为了竞速，也不设
置固定的骑行线路，而是以悠闲的
速度去探索城市的更多区域。这些
年里，许多在成都生活的外籍人士
通过夜骑团互相认识，也通过骑行
看到了普通成都人的夜生活。

“成都非常适合骑行，跟芝加哥
一样。”高立人说，两座城市都平坦
开阔，骑着自行车就能去城市的各
个角落。比起芝加哥，成都冬天虽然
冷，却不下雪，骑行的时间还要长得
多。但他同时提到，芝加哥的骑行环
境更为友好，机动车会主动让行，成
都的氛围还没有形成。

“现在也有一些成都人加入到
夜骑团里，不完全是老外了。”高立
人说，夜骑团正迎来成都年轻人的
参与。

外国“准医生”的骑行小分队：
通过骑车来锻炼身体

像“周五夜骑”这样的老外骑行

团，在成都其实还有不少，四川大学
华西校区的留学生们就组织了一支
小规模的团队。这群由印度和尼泊
尔的研究生组成的小队伍，每周都
要相约骑自行车。

拉姆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肝
胆胰外科的博士生，他告诉记者，在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目前共有59名来
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准医生”，平时他
们都通过骑自行车来锻炼身体。

“医学证明，骑自行车对人的心
肺功能有帮助。”拉姆说，由于医学
生学业压力大、工作时间长，骑自行
车要算最方便、最自由的锻炼方式
了。每周，他们在微信群里提前商量
要去的地点，不仅去过天府广场等
景点，也去过宜家等商场采购生活
用品。

“在成都骑车很舒服，但太远的
话，就担心回不来。”拉姆说，身为外
国人，对成都的路况不了解，对中文
标识也不熟悉，“希望有更多的英文
标识，我们就能骑得更远。”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1.哈子哥2014 2.比如假
如 3.用户5396123442 4.一
生素衣199706 5.肉嘟嘟可乐
我们爱 6.传说中de格调 7.零
水自流2012 8.韩呆呆儿 9.
翔子翔哥 10.禾页弓长 11.沐
蜴佳 12.安妮 13.高跟鞋的诱
惑 14.张小光 15.陌菍 16.
丘丘 17.一见啸就笑 18.鱿
鱼 19.看商报 20.扒粪民工

以上“绿色达人”均可获得由
主办方提供的2017限量版成都地
铁新年卡一张。奖品将于活动全
部结束后统一发放。同时昨日所
有参加“绿色出行爱我成都”并留
下联系方式的网友，均可领取累
计10个小时免费骑乘的1步单车
优惠券。优惠券会在成功参与活
动的次日，自动充入您在“1步单
车”的绑定手机账号。

4种方式加入活动
1、通过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成都商报，分享你的绿色出行
照片或绿色生活故事参与活动；

2、通过成都市交委官方微
博@成都交通运输，分享你的绿
色出行照片或绿色生活故事参
与活动；

3、将你绿色出行或绿色生
活的故事发送到电子邮箱lscx-
awcd@126.com参与。

4、下载并登录成都商报客户
端，在活动广场“蓉小妹超成都”
栏目发帖，分享你的绿色出行照
片或绿色生活故事即可参与。

需要提醒的是，为了方便后续
兑奖，请务必通过微博私信或在邮
件中留下您的手机联系方式。

开好局，起好
步。2016，对成
都经济社会发展
来说，是不寻常
的一年。

这一年，是
“十三五”的开局
之年，也是推进结
构性改革的攻坚
之年。

这一年，成都
目标坚定：9月11
日，市委十二届七
次全会上，成都明
确了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的发展目
标。

这一年，成都
成绩亮眼：在最新
发布的“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榜单
中，成都位居第
一，这是第5年；
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世界航
线发展大会相继
召开；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开工……

今天，我们梳
理出10个最具代
表性的数字，理出
成都这一年的发
展脉络。

9月7日，神龙汽车成都工厂首款
产品东风标致4008下线。从2014年10
月工厂奠基到投产，仅用了23个月，创
造了令人惊叹的“成都速度”。

这一年，多个项目屡创“成都速
度”。1-11月，417个亿元以上重大工
业和信息化项目完成投资747.29亿
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42.9%，128个项

目竣工投产，118个项目开工建设。
1-11月，全市完成工业投资

2076.2亿元，同比增长40.7%，增速高于
全国37.3个百分点、全省30个百分点。

从黄土地到现代化工厂
重大项目屡创“成都速度”

有个老外夜骑团
“和芝加哥一样，成都很适合骑行”

今年2月29日，一场签约仪式在
成都高新区举行——京东方在一期
投资22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二期投资
245亿元。今年，成都引进工业重大
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1-11月全市
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265个，总投资
3282.32亿元人民币，其中30亿元以
上 工 业 项 目 18 个 、协 议 总 投 资
1235.6亿元。除了京东方二期，还有
总投资130亿元的中植新能源汽车
总部基地、总投资52亿元的中国数

码港成都大数据产业园、总投资32
亿元的航空动力产业园以及吉利
新能源汽车整车……

现代服务业方面，成功引进了
总投资100亿元的华侨城西部投资
集团项目、78亿元的万达国际医疗
中心及配套项目等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吸金”
工业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一季度，美国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司、贝克休斯公司与日
本永旺集团相继宣布入驻成都。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一家保
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贝克休斯
公司是一家为全球石油开发和加
工工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大型公
司，永旺集团为亚洲最大的百货

零售企业之一。截至目前，全市新
增世界500强企业10家，累计落户世
界500强企业278家，在中西部城市
中继续保持领先。

世界500强争相入驻
持续领先中西部城市

今年，成都利用内外资保持高
位平稳增长。1-11月，全市实际到
位内资3750.45亿元，利用外资实际
到位79.01亿美元。其中，全市工业
实际到位内资和利用外资实际到
位分别为1259.48亿元、29.86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38.6%、31.1%。

成都在产业领域的国际合作正
不断深化。中韩创新创业园，成为全
国首个以国际创新创业为特色的众

创空间集聚区。成都中法生态园捷
报频传，总投资27亿的苏伊士环能-
四川能投分布式能源项目6月签约，
神龙汽车成都项目9月下线。中德
（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园仅用3年聚
集50余家核心企业，产值逾20亿元。

利用内外资高位平稳增长
国际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今年1月成都与TCL集团签订
了物流合作和产能转移的合作备忘
录；联想成都基地将逐步加大成都
基地年产量；8月20日，格力银隆成
都新能源产业园项目落地成都……
蓉欧快铁构建起成都面向欧洲泛亚
的一流国际物流枢纽，引得国内外

“龙头企业”在成都纷纷“加码”。

截至12月28日，蓉欧快铁开行
去程班列287列、回程166列，共计开
行453列，去程货值13.65亿美元，回
程货值1.42亿美元。

蓉欧快铁架合作桥梁
成都参与全球资源整合竞争

推进城市建设
成都地铁密集开建

这一年里，成都地铁4号线、3号
线相继开通试运营，米字线网成型，
开通运营里程达到108公里；加速成
网不停歇，轨道交通在建线路达到8

条，在建里程即将突破400公里。运
营方面，成都地铁也正式全面迈入
了四线运营的线网时代。全年累计
运送客流5.52亿乘次，日均客流量
超过186万，最高客流量突破238万。

《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
编）》正式批复，规划了由46条线路
组成、总长约2450km的远景线网。

启动水域整治
打造“两江抱城、宜居水岸”

今年9月，市委、市政府启动了
中心城区“宜居水岸”工程，计划整
治现状水域的主河道、支流沟渠共
计82条。通过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
手段，构建六河、百渠、十湖、八湿地

的水网体系，打造“两江抱城、宜居
水岸”的美丽成都。

首期启动建设的西郊河综合
改造示范工程以“治水”、“三通”、

“生态河道”为基本功能目标，引入
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设计理念和
建筑工业化现代建造方式，预计于
2017年底主体工程基本建成，2018
年6月底全面完成工程建设。

“三维”交通成网
最美三环添色“宜居宜业”

今年11月，成都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正式发布了《三环路扩能提升工
程总体方案》，计划改造11座立交，形
成28个互通立交节点，以提高转换能

力。辅道由双向6车道扩充至双向8车
道，辅道外侧设置大容量公交专用
道；对主辅道出入口进行改造，出入
口数量减少50%以上；整合路边50米
绿带，将全线绿道贯通，同时增加便
民设施，形成市民休闲和锻炼的环城
公园。目前已完成900米示范段施工，
下月将启动景观绿化施工。

双创载体争相落户
“双创地图”指引创新创业

昨日，在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
2016年度工作总结会上，成都市

“双创地图”正式发布。已在地图中
显示的众创空间有197家，投资机
构有95家，创业公司有7828家，这
一数字，还在陆续增加中。更重要

的，是这份“双创地图”的服务功
能。点击其中的任意机构，马上能
显示出名称、地址与电话、简介。这
一功能还在继续完善中，完善后就
像“双创大众点评网”，点击其中机
构，马上能跳到机构的介绍页面。

2016年的成都，各类孵化器如
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截至目前，
成都已经建成双创载体231家，面
积1602万平方米。

成都实力吸引创客“淘金”
平均每天新增700余位创客

去年，成都市启动实施“创业
天府”行动计划。时至今日，成都平
均每天新增700余位创客。

一跃成为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
基地的郫县菁蓉镇，如今已打造了
55万平方米的众创空间，入驻双创
项目1263个，吸引创客11000名……

正打造“西部创新第一城”的
成都科学城，将迎来中科院成都分
院本部等7大科研院所集体入驻。
同时，首家入驻成都科学城的机构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已从5人团队扩大到了112人团队，
并牵头完成了5个重点课题。截至
10月底，已有超过80家重点企业、
80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成都
科学城共享发展机遇。成都商报记
者 叶燕 辜波 尹沁彤 王垚

锦江地税第七税务所
今年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落地见成效

周五晚8点，一支身
穿“熊猫服”的骑行队准
时出现在成都街头，从城
南出发，穿过天府广场，
向城市的各个方向探索。
一辆播放动感音乐的单
车领航，几十名肤色各
异、着装统一的“老外”有
序紧随，经过天府广场
时，他们用照片记录了又
一次“周五夜骑”的欢快
时刻。

昨日，由成都商报和
成都市交委联合主办的
“绿色出行爱我成都”大
型公益活动开展到第6
天，成都的外籍人士也参
与到活动中来，晒出他们
在成都骑行的活力照片，
并分享了骑行体验。

在成都，
昨日“绿色达人”名单

“周五夜骑团”身穿熊猫装骑行在成都街头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