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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个体小额经营
可免办营业执照

成都高新区个体小额经营
者的“福利”来了——完成社区
备案，便可不办营业执照，依法
开展经营活动。昨日，记者从成
都高新区获悉，该区于近日印
发《成都高新区个体小额经营
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7月13日起，成都高新区
将全面实行个体小额经营社区
备案管理。届时，辖区内从事一
般经营项目的个体小额经营者
不用再为了办营业执照奔波，
只需提供简单材料到社区进行
备案。

早在2012年，成都高新区
就在全国率先实行个体小额经
营社区备案管理试点。试点以
来，成都高新区1万余名个体小
额经营者，通过个体小额经营
备案，自力更生，解决了自主就
业和谋生问题。

成都高新工商局副局长吕
治军表示，成都高新区是一片
创新创业热土，这里不仅为企
业、高端人才团队和投资者营
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大力
支持大学生、基层百姓发挥自
己的创业潜能，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落到实处。据介绍，
今年1~6月，成都高新区新增
市场主体20933户。其中，新登
记个体工商户4878户，同比增
长48.27%。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

积极争取开通成都—约翰内斯堡直航

哪些地方堪称成都“产业担当”？哪些区
域最能代表产业“话语权”？哪些集聚区最吸
引产业人才的目光？

近半个月时间、上千粉丝留言、近百条
推荐信息……

6月30日，“寻找成都产业担当 重塑产
业经济地理”活动启动，“产业担当”的推荐
也在微信公众号“028报道”同步上线。现在，
我们遴选出30个有效的、具有代表性的“产
业担当”候选名单，涵盖了先进制造业，高新
技术服务业，现代金融业，文化创意产业，开
放型经济，现代物流业等众多产业。

从今天起，为期一周的投票环节正式启动。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028报道”，进入

投票页面，勾选自己心目中的“产业担当”，
为它加油吧，期待您的投票参与！

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坚持做大

经济总量与提升产业层次互促共进，实现三
次产业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增强城市产业
支撑力。不久前召开的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发展大会上，成都决定打破圈层结构，将
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都、天
府新区归入中心城区。形成“中心城区+郊区

新城”的空间层次，进一步疏解城市核心区
非核心功能，带动全域均衡协同发展。

同时，成都立足区域条件，产业基础，在
全市规划统筹布局建设66个主导产业明确，
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的产业功能
区，加快建设产业活力强劲，城市品质高端，
服务功能完备的现代化城市新区。成都先进
制造业新优势在哪里？现代服务业新引擎如
何打造？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如何构筑？今
日起，“寻找成都产业担当 重塑产业经济地
理”活动经过前期的推荐，正式开通投票通
道，让我们一起见证和记录推动成都城市空
间结构和产业经济地理重塑的历史进程。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投票通道开启
为你心中的“产业担当”助威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成都市
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 金砖国家友好城
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昨天下午在成
都锦江宾馆开幕。

围绕“联动发展、共创共享”为主
题，本届论坛将持续两天。期间，各个金
砖国家的大咖纷纷来访成都，包括南非
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巴
西州议会全国联盟主席卢西亚诺·努内
斯、俄罗斯汉特-曼西自治区政府第一
副州长希皮洛夫·阿列克谢在内的来自
金砖各成员国中央主管部门和地方领
导以及企业、专家学者共计约 180 人将
出席论坛。

昨天下午，中国—南非地方政府
对话会首先召开，就“地方产业对接与
产能合作”和“青年就业与职业培训”
两个议题展开讨论。南非联合执政与
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南非方面正考虑与成都就旅游
产业展开合作，下一步将争取开通成
都—约翰内斯堡的直航。这也是该论
坛第二次在华举办。

与南非交往密切
成都成为与金砖国家合作重要窗口

2017 年 1 月 1 日，中国接任金砖国
家轮值主席国，将于 9 月在厦门举办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九 次 会 晤（下 称

“领导人会晤”）。本次论坛作为领导
人会晤配套活动之一，既为正式会晤
预热，也将为金砖五国地方政府增进
了解、深化合作、寻对接好、经验共享
提供重要平台。

金砖国家最初指中国、俄罗斯、印
度、巴西四个成长前景看好的新兴市场
国家。2010年12月，四国在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正式吸收南非加入机制，英文名称
为BRICS。

此次论坛为何选择成都？据记者从
论坛上了解到，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城市，成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
非等国家的友好交往日益密切，成为国
家开展与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窗口之
一。南非是与成都交往最密切的非洲国
家之一。近年来，双方政府间互访频繁，
在友城、经贸、文化、旅游及会展等领域
开展了多项交流合作。

2016 年 4 月，南非航空在成都设立
中国西南地区首个办事处。下一步，成
都将鼓励有实力的成都企业到南非投
资兴业，充分利用好在南非发展较为成
熟的侨商资源（如华侨凤凰集团）和华
人商会等组织，为有实力的成都企业赴
南非发展牵线搭桥，并寻求政策和资金
上的支持。

南非官员：
成都与南非旅游合作潜力巨大

“成都拥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是中
国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而南非的风
景也非常美丽，在旅游方面，成都和南非
有着很大的扩展空间。”南非联合执政与
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颜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南非自然风光绮丽，气候条件宜人，
是旅游度假的理想目的地；成都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
景观，兼有秀丽的自然风貌，是大熊猫的
故乡。双方在旅游业方面有较大的合作
潜力。他回国之后将和南非的旅游部长
商讨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合作。

其实双方在旅游方面一直有着广泛
的合作：2015年1月，为期五天的“在成都
看南非”摄影展在成都开展，南非驻华公
使马海露、全国友协副会长冯佐库出席

开幕式并剪彩。摄影展使成都市民在家
门口领略到了“彩虹之国”的宜人风光，
增进了对南非的了解。

今年3月，南非大使馆在成都举办旅
游及商品推介会。范鲁颜表示，下一步他们
将考虑从交通方面打通双方的旅游之路。
目前，成都已开通了成都—毛里求斯定期
直航，这是成都通往非洲地区的首条直飞
航线。约翰内斯堡作为成都的“准友城”，同
时也是非洲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将争取
开通成都—约翰内斯堡的直航线路，这将
极大便利两地经贸、人员等领域的往来。

此外，双方将结合文化艺术演出团
体，组织成都民俗艺人、旅游承包商等赴
南非开展旅游推介活动，展示成都特色
民风民俗，吸引南非游客到成都观光旅
游。同时，在成都积极宣传南非丰富的旅
游资源，吸引成都市民亲赴“彩虹之国”
欣赏当地风光。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南非联合执政与传统事务部部长范鲁
颜
中国—南非地方政府对话会现场

图据市外办

▲

2017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在蓉开幕

投票规则

关注微信公众号“028报道”，进入下面
的投票页面，勾选你认为堪称“成都产业担
当”的点位（可多选），然后点击投票即可，
最多可为10个候选点位投票。投票持续7
天，每个微信号每天投票不限次数。此次投
票结果将占最终评选结果的60%，投票结束
后，将结合票选结果，综合专家、企业代表、
投资人、产业人才
等多方意见，从候
选 的 集 聚 区 、载
体 、产 业 园 等 中
间，寻找并评选出

“成都产业担当”。

附：30个点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天府中心国际会展功能区、
红星路文化创意集聚区、东
大街金融服务集聚区、成都
中央商业商务集聚区、少城
国际文创硅谷、成都中心金
融服务集聚区、青羊总部经
济集聚区、成都国际商贸城、
中铁轨道交通高科技产业
园、西部地理产业园、人民南
路文创金融集聚区、武侯新
城电子商务集聚区、东郊文
化创意集聚区、龙潭新经济
产业集聚区、成都东客站枢
纽经济集聚区、成都国际铁
路港临港服务业集聚区、新
都国际公路物流港集聚区、
新都高新技术产业园、成都
医学城、郫都中国川菜产业
园、郫都智慧科技园、成都创
新创业集聚区、滨江新区文
化娱乐集聚区、天府新区邛
崃产业园、淮州新城智能制
造产业园、天府新区南区产
业园、四川农业博览园、新津
梨花溪文化旅游区、中德（蒲
江）中小企业合作区

扫描
二维
码 ，
进入
投票
页面

成 都 产 业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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