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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三世界杯赛事搭建对外交流桥梁
体旅融合不断深入

“我们正在筹划提炼铁人三项的运动精髓，将
铁人三项运动日常化、大众化、娱乐化……”首次
承办2017成都金堂·港中旅铁人三项世界杯赛的
港中旅集团有关负责人说，目前，铁人三项赛场日
常运作正在紧张筹备中。体育产业现已成为新的
经济热点，其“健康活力”的特点、“融入自然”的理
念，与港中旅海泉湾想要打造的生活方式高度契
合。建成后的港中旅海泉湾旅游度假区将融合生
态休闲、体育健身、欢乐体验等理念，成为金堂乃
至成都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为金堂打造成都近郊休闲旅游目的地和成都后花
园锦上添花。

对此，金堂县有关负责人说，金堂通过连续六
年举办铁人三项赛事的沉淀，已将此赛事打造成为
金堂县对外宣传交流的窗口、沟通合作的桥梁、提
升形象的又一名片。随着铁三赛品质和知名度的不
断提高，与金堂旅游产业融合也不断深入，景区旅
游在铁三赛事的助推下逐年升温，同时依托铁三赛
事的国际化交流平台，让更多国内外游客来观赛的
同时也能到热门旅游景区去感受金堂好山好水好

风光。港中旅接手铁人三项赛事及相关项目推进，
是金堂县体旅融合的“排头兵”，将成为今后金堂县
体旅融合的标杆及风向标。

开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力争2025年实现3000亿元
金堂县争当“第二主战场”的先行者

“东进”的城市空间格局调整，就是为了在成
都市中心城区外开辟新的发展承载地，解决“大
城市病”困扰，科学推动城市永续发展。金堂86%
区域地处龙泉山及其东侧，腹地广阔，承载力强，
保障充分。近几年，金堂县工业连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以节能环保、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为主导
的产业迅速成长，为金堂县建设龙泉山现代化产
业基地打下了坚实基础。按照成都市新一轮工业
布局规划，龙泉山东侧重点依托空港新城发展高
端服务业，带动淮口新城等区域发展先进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成都制造”的主战场，
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要抓紧编制龙泉山东
侧先进制造业板块发展规划，抓紧落实“大智造”
板块规划，以金堂两个省级开发区为承载，力争
金堂板块工业产值2021年实现千亿级、2025年实

现 3000 亿元、远期实现万亿级奋斗目标，最终规
划建成面积 33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50 万人的
现代产业新城。

金堂作为成都辐射带动川东北经济区的第一
门户，落实“东进”，无论是对表国家中心城市要
求，还是承担成都首位城市带动功能，金堂都义不
容辞。落实“东进”，金堂将坚持发展需求和民生需
要导向，促进城市产业和品质双提升，突出抓好五
个定位和重点：依托县域山水文旅资源，打造成都
近郊休闲旅游目的地；依托大学城和沱江流域文
化挖掘，打造新兴文教基地；依托淮口现代产业新
城，打造工业经济高地；依托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打造绿色生态屏障；依托金堂通用航空机场
和地处“两轴”（成德绵与成遂渝经济轴）“两港”
（铁路港与新空港）之间的黄金区位，全力争取谋
划打造区域交通枢纽。金堂山丘坝兼有，具有城乡
统筹、多样性发展的天然优势，在抢抓机遇的同
时，金堂县要通过合理的城市定位，积极探索产城
融合、职住平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奋力争当
全市、全省的城市发展样本。金堂县主要负责人强
调，在发展过程中，要突出“天府花园水城”、“快工
作、慢生活”等城市品质。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港中旅”让天府花园水城金堂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金堂县：勇担“东进”重任，争当开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场”的先行者

顶级“大脑”
分享最新研究
考察成都人才

按压小孔内喷出的水柱，“叮叮咚咚”的音乐悠扬
响起，如同置身在音乐大厅。昨日下午，借助浴缸内少
量水，Steve Mann 演示了最新发明“水风琴”。这是该
项发明第一次走进中国，将借助创交会平台亮相。这
是现在全球唯一通过水弹奏的乐器，Steve Mann 告诉
记者，该项发明利用电波原理，未来将应用到医疗、教
育、娱乐领域，“可帮助老人康复，也可以用于教学。”

“团队一共有15个人，带来了15项技术。”Steve Mann
被称作“可穿戴计算之父”，他早在1998年就发明了智能手
表和视频电话。在麻省理工大学MIT媒体实验室中创立了
可穿戴计算项目。

除了现场展示最新科研成果，Steve Mann此行的真
正目的是考察成都，希望建立一个创新实验室。一方面展
示最新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也将是一个人才集聚中心，与
更多成都科研人才互动。

“这一次来的嘉宾，很多都是世界顶级‘大脑’，科
技行业的牛人，他们对成都充满兴趣。”雷虹提前 3 天
到达成都，为今年硅谷高创会做足准备。她告诉记者，
今年嘉宾阵容强大，除了 Steve Mann，还有 2016 年诺
贝尔化学奖得主 Fraser Stoddart；首席架构师、NVIDIA
人工智能科技中心科学计算总监 Simon See；McCau-
ley Labs 创始人 Jack McCauley 等。其中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 Fraser Stoddart 将带来最新研究和见解。

尖端科技
工程机械智能作业
最新无人驾驶技术

“有近100项科技成果要在硅谷高创会上亮相，很多将改
变人们生活。”这是硅谷高创会第二次走进成都，去年参会企
业是51家，今年直接翻番。

众多尖端科技今日就将亮相成都。观众可以近距
离了解全球第一台无人驾驶工程机械，这台出自 Robo
团队的全球第一台无驾驶舱工程机械设备，集全球 10
厘米精度智能作业+云端数据分析+深度机器学习能力
于一体，“将传统工程机械升级为自动驾驶和自主作
业，24 小时默默地工作。还能大范围、高密度、高精度地
对周边环境进行识别分析，确保 360 度识别规避障碍，
杜绝危险隐患。”

如果你关注无人驾驶，本次硅谷高创会上，5D Ro-
botics将带来最新无人驾驶技术。这是一家为车联网打造
智能软件和传感器的公司，该技术可以让任何一辆机动

车都能转型为自动驾驶汽车，目前已在纽约第六大道试
点车辆追踪。

如果你是AR/VR爱好者，可以关注Nod团队带来的
全球首个可精确识别骨骼肌和手势运动追踪的最新产
品：Backspin-3 维无线遥控及 IBIZA-6 维自由移动 AR/
VR位置追踪仪。前者可通过手势控制进行录影、编辑并
轻松完成社交媒体分享。后者可通过带SLAM（即时定位
与地图构建）的头戴式相机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游戏体验。

未来风口
人工智能/机器人
智能交通与无人驾驶

本次硅谷高创会上，两场论坛引人注目，一场是人工智
能/机器人峰会，另一场为全球智能交通与无人驾驶论坛。在
雷虹看来，这是本次硅谷高创会的风口所在，“很多行业热点
和未来趋势将被探讨。”

全球智能交通与无人驾驶论坛上，银隆集团董事长魏
银仓与滴滴出行副总裁、滴滴政策研究院院长张贝将共论
行业发展。银隆集团在国内新能源汽车及储能系统行业占
有领先地位。而张贝曾就职于交通部，对“互联网+”交通运
输发展相关法律和政策问题有深入分析与研究思考。

“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是McCauley Labs创始人、总裁
Jack McCauley。”雷虹告诉记者，Jack曾是Oculus Rift（一
家制作VR头盔式显示器的公司）联合合伙人和首席工程
师。在Oculus被Facebook以20亿美金收购后开始自主创
业。Jack曾参与设计滚动式鼠标、统一USB端口和“吉他英
雄”游戏的机械控制器，并获德国红点设计奖。作为一位
微电子机械系统专家，“他会现场分享最新行业见解，比
如无人车、VR等，分享他眼里的下一个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记者 王效 王勤

5月2日，金堂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金堂县主要负责人指出，成都市第十三
次党代会作出了“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格局调整。金堂县要
勇担“东进”重任，争当开辟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主战场”的先行者。所谓“东
进”，就是沿龙泉山东侧，规划建设天府国际空港新城和现代化产业基地，发展先
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开辟城市永续发展新空间，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
擎。金堂县是市委规划建设龙泉山现代化产业基地的重要区域，是成都市实施
“东进”、发展工业的重要战场。实施“东进”，对金堂来说，是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
机遇，更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5月7日，备受关注的2017成都金堂·港中旅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正式落下
帷幕。这已是金堂县连续第四年举办铁人三项世界杯赛。成功举办铁人三项赛，
金堂收获的不只是名气和形象，更对对外招商引资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目
前已有港中旅金堂温泉旅游度假区、铁投亲子乐园、五凤古镇二期、梦里水乡水
上乐园等大型旅游项目落户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赛的成功举办，让金堂三次
产业的发展提速，同时也对天府花园水城金堂的城市活力、城市魅力的推广起
到了积极助推作用。

作为作为20172017创交创交
会的重磅子活动会的重磅子活动，，

““20172017硅谷高科技硅谷高科技
创新创新··创业高峰会创业高峰会
（（成都成都）”（）”（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硅谷高创会硅谷高创会”）”）将于将于
55月月1010--1212日在成都日在成都
举行举行。。哪些行业牛人哪些行业牛人
要来蓉要来蓉？？哪些尖端技哪些尖端技
术会亮相术会亮相？？哪些创业哪些创业
风口将起飞风口将起飞？？昨日昨日，，

““可穿戴计算之父可穿戴计算之父”、”、
MetaMeta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溢溢
思得瑞首席科学家思得瑞首席科学家
Steve MannSteve Mann，，硅谷高硅谷高
创会创始人创会创始人、、执行主执行主
席雷虹提前亮相席雷虹提前亮相，，解解
读本次盛会亮点读本次盛会亮点。。

硅谷高创会今开幕,揭秘来了哪些科技大牛

“可穿戴计算之父”用浴缸水演奏一首歌

昨日，成都海外交流协会第四届第二次
理事会在蓉召开，从成都走出去的企业代表
们参加了“海外成都”工作站推广分享会，与
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余位海协理事分
享海外投资经验。川菜、通信设备、基建工程
……成都企业“走出去”，步伐已迈向五大洲，
而“海外投资该注意什么”也成为会上热议的
议题。

“葡萄牙的华人企业不少，但想吃上一
口正宗川菜，难！”2015年7月，成都著名餐
饮企业老房子走进葡萄牙里斯本世博园区
开始海外经营之旅。“一开始，觉得海外开店
成本低，但后来发现，用工和技术标准带来
的困难很大。”成都老房子餐饮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王眉潮举例说，川菜厨师只能从
国内“输出”，第一批 10 位厨师的签证花了
半年才办下来。此外，因为国内外执行标准
不同，曾有一批原材料因为达不到欧盟标准
被扣一个月才放行，这对餐饮行业而言，也
是比较大的冲击。

四川金网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
厚刚介绍，该公司生产的数字机顶盒在国内
市场饱和后，成功在印度“复活”，2017年前4
个月，月均销售额都达到了1000多万元。不
过，问题同样存在于这家公司,“印度有技术
有资历的工程师太贵了，工资是一般人员的
30倍，用人成本超出预想。”

针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不熟悉
当地政策法规等出现的各种问题，记者从市
外事侨务办了解到，“海外成都”工作站将探
索为成都企业提供有偿商务咨询、法律援助
等多种服务合作模式，目前已在法国、澳大
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4个国家（地区）
设立了工作站。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想吃川味?
“老房子”把川菜馆
开到葡萄牙
成都企业走向全球，推动
“海外成都”工作站设立

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赛现场 摄影记者 张士博

Steve Mann正在演示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的传播轨迹

奥地利林茨市副市长
维梅尔

Steve Mann正在演示“水风琴”

波兰罗兹市副市长克日
什托夫·皮亚克夫斯基

新西兰哈密尔顿市市
长安德鲁·金

他们
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