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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7

ERICENA首个中国分中心
落户中国-欧洲中心

17家欧洲机构集中入驻 成都渐成“一带一路”对欧开放窗口城市

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行业巨头里的“成都热”
重大项目提升经济能级

如果关注企业或者投资界，今年
一定感受到了“成都热”。在世界级企
业、行业巨头的公告或者财报中，“成
都”是热词。

比如，10 月 18 日晚间，京东方 A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将投资建设京东方（成都）数字
医学中心项目，选址成都天府国际生
物城，项目总投资60亿，计划于2019
年9月底主体结构封顶，2020年底开
业运营。

从2007年，京东方在成都投建一
条第 4.5 代 TFT-LCD 生产线，到如
今，成都已经是京东方最为重要的战
略投资高地。

同样选择在今年增资成都的还
有全球医疗巨头美敦力。今年 10 月
10 日，美敦力医疗创新中心项目奠
基，这是美敦力在成都布局的第三个
项目。美敦力在成都，还有 2014 年的
便携式血液透析系统生产项目、2016

年的下一代探头增强型胰岛素泵系
统生产项目。

对经济发展来说，重大项目是新
动能，有力提升经济能级。

成都数据亮眼，1-9月，完成工业
投资 2220.34 亿元、同比增长 36.3%，
完成技改投资 1970 亿元、同比增长
32.6%，纳入全市重点跟踪服务体系的
449个亿元以上重大工业和信息化项
目完成投资1011.78亿元，完成全年计
划 的 144.5% 。包 括 京 东 方 第 6 代
LTPS/AMOLED一期生产线、亚信集
团信息安全总部基地等119个项目竣
工投产，格罗方德 12 寸晶圆制造项
目、成都医学城三医创新中心三期等
110个项目开工建设。

还将有更多项目落地，据成都市
经信委介绍，成都将瞄准6类500强企
业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引进建设一批
投入产出大、市场前景好、辐射带动强
的龙头项目及关键配套项目；围绕引
进、落地、促进等环节，实施重大项目
全链管理，推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
建设、投产，缩短建设周期，创造更快、
更优的“成都速度”。

从“油菜花田”到产业新城
构建产业生态圈

重大项目落地，除了带来投资，也
将引领产业生态圈建设。这在企业家
的眼里，是莫大的吸引力。

就在京东方公告增资成都前，京
东方成都公司副总经理秦向东就公开
表示，人才、越来越多的航线、“一带一
路”倡议等一起，构成了成都产业发展
的良好生态，有助于产业链延伸，产业
生态圈形成。

秦向东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产
业生态圈的重要性。几年前，京东方在
本地没有找到化学品供应商，最终引
进了一家韩国企业。韩国企业进来后，
又发现需要废液处理，又引进了北京
一家废液处理公司。“几年前，我们工
厂周边还是油菜花田，如今已经是工
厂林立的产业新城。这些林立的工厂，
其中20家左右是京东方的配套工厂，
这几年，我们的配套企业，包括中光电
等供应商就在附近。”

正如秦向东所言，京东方所在的

成都高新区，仅仅显示产业，就已经聚
集了京东方、中光电、富士康、戴尔、联
想、TCL 等龙头企业，形成了从上游
原材料、中游显示面板到下游终端生
产的全产业链。

成都市委、市政府作出部署，要以
建设产业新城为目标，以区域集中、产
业集群、开发集约为方向，引导不同区
域的专业化产业集聚，带动研究创新
力量和服务体系集聚，促进产业上下
游和协作关联企业，通过共享、匹配、
融合形成若干微观生态链，集成构建
为产业生态圈，推动产业园区从单一
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生产、服务、消
费等多功能的城市型经济转型。

如何打造产业生态圈？成都将以
市场化方式推进产业园区“二次开
发”、园区品牌化建设和产业园区产城
一体发展，引领城市和产业时序上同
步规划、空间上融合布局、功能上产城
一体。

围绕产业新城建设，加快打造产
业生态圈，成都制定了《成都市产业生
态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成都市制
造牵引产业生态圈建设工作方案》，建
立月度推进协调会制度，重点推进13
个市级产业生态圈建设。

据成都市经信委介绍，落实成都
“十字方针”，目前正优化全市“20+
10”产业园区主导产业和空间规模，推
进产业园区配套用房、能源和信息等
基础设施建设。在梳理重点企业、上下
游关联产业、重要科研院所后，成都将
绘制产业链及全球重点企业全景图，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产业链垂直整合
提供“指南”。

精准服务造就“成都速度”
开启工业发展“黄金时代”

在京东方成都工厂，会定期迎来
成都重大项目服务人员，一旦遇到交
通、人工等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

今年7月，这样的服务，有了更多
升级。7 月 12 日，“产业新政 50 条”出
炉，集中释放出成都在人才、技术、资
本、能源等多方面的 50 条政策红利，
让成都的城市热度“更上一层楼”。

成都工业发展开启“黄金时代”，更
多精准服务陆续出台--推进售电侧改
革试点，为重点区域、产业、项目优价供
电；推进电能替代，进一步放宽直购电
交易、富余电能政策范围；实施天然气
供给支持，进一步降低企业用气价格。

还有更多。目前，成都市经信委正
梳理现有产业支持政策，结合成都“产
业新政 50 条”，补充强化相关政策措
施，在政策、要素、服务、保障等方面综
合施策、精准用力、协同发力，全力推
动产业新政落地落实，推动优质资源
要素向优秀企业倾斜，切实为提升产
业能级“铺路”。

同时，秉持为企业服务“三到精
神”和“亲”“清”理念，优化行政审批流
程，完善重大项目绿色通道，落实集中
服务、定期协调、“一站式办结”等服务
制度，确保项目推进落到实处。此外，
成都深化线上线下企业服务，加强企
业服务平台建设，持续召开企业座谈
会、行业沙龙，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
中的困难和问题。

未来 5 年，坚持“创新驱动、标准
引领、品牌发展、质量为先”，成都将全
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重点支持
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等五大
支柱产业提升能级；大力支持航空航
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等五大优势产
业领先发展；超前布局人工智能、精准
医疗、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力争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过万亿，汽车制造、
生物医药、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产业
集群规模过千亿，着力培育以技术密
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核心的高端高质
高新现代产业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打造产业生态圈
成都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是城市发展
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
泉，是城市正常运转
的关键支撑，在城市
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进入新时代，成都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必须依赖产业实
力的不断壮大。

7月2日，成都市
召开国家中心城市产
业发展大会，就加快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
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
产业体系作出部署。

目标远大，路径
清晰。以产业新城为
核心构建产业生态
圈，成都优化全市
“20+10”产业园区主
导产业和空间规模，
重塑产业经济地理。

成都工业呈现出
崭新格局——重大项
目频频落地；产业生
态圈逐步完善；精准
服务效果凸显；具有
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
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正在成型。成都市经
信委表示，到 2022
年，成都力争制造业
规模突破2万亿元，
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
重达50%以上，建成
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
业城市。

ERICENA
首个中国分中心入驻

开幕式上，欧盟研究与创新
中心“ENRICH中国西部中心”揭
牌。该中心将入驻位于成都高新
区的“中国—欧洲中心”，成为欧
盟卓越创新中心（中国）（简称

“ERICENA”）落地中国的第一个
区域分中心。

欧盟卓越创新中心（中国）项
目是欧盟委员会地平线2020框架
计划资助项目。该项目将联系和
支持欧洲科学、技术和创新机构
（包括创业者和公司）进入中国市
场，为中国公共及私人客户提供
科技创新相关的精选服务。

据介绍，“ENRICH中国西部
中心”旨在促进欧盟创新研究机构
及企业与中国西部相关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使之成为中国西部与欧
盟研究创新合作的重要窗口。

中法“姊妹园区”
互设创新中心

中法创新高地昨日达成强强
联合协议——成都高新区与索菲
亚科技园的“姊妹情”不断升温，
将在对方园区互设创新中心。

根据协议，成都高新区在法国
索菲亚科技园区投资并开设成都
高新区（欧洲·法国）创新中心，为
未来法国乃至欧洲地区的创新人
才及企业提供入驻成都高新区窗
口。同时，索菲亚科技园中国创新
中心也将入驻“中国-欧洲中心”，
为索菲亚乃至法国地区的企业在
中国落地提供软着陆和项目支持。

开幕式上，索菲亚科技园中
国创新中心、成都高新区（欧洲·

法国）创新中心双中心现场揭牌。
据介绍，法国索菲亚科技园

是欧洲最大的科技园区和最重要
的技术枢纽核心。园区重点发展
高端、高附加值产业，其中，电子
信息产业是园区主要的高新技术
产业，有 300 多家国际著名 IT 公
司的地区总部聚集在此，是法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地。

17家欧洲机构
集体入驻中国-欧洲中心

欧洽会上，“中国-欧洲中心”
举行了欢迎入驻仪式，17家欧洲
机构代表签署入驻“中国-欧洲中
心”意向性协议。

它们多为创新型机构，包括
欧洲商业与创新中心联盟、欧洲
Tech Tour投资机构联盟、比利时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英中经贸发

展中心、葡萄牙仕博创新机构、保
加利亚鲁斯工商会、希腊国际科
技研究和支持中心等。

今年7月，成都高新区对外发
布《关于推动“中国—欧洲中心”
建设的若干政策》，对于欧洲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企业、
人才入驻“中国—欧洲中心”，将
给予房租减免、运营补贴、一次性
装修补贴、项目启动资金、配套服
务等多项扶持。“‘中国—欧洲中
心’将快速衔接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蓉欧快铁等交通枢纽，有效实
现全球互联互通，推动中国与欧
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全
方位合作，带动区域对外开放水
平全面提升。”成都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成都逐渐成为对欧开放的窗口城
市。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 欧盟卓越创新中心（中
国）落地中国的首个区域分
中心——欧盟研究与创新
中心“ENRICH中国西部
中心”正式揭牌，将入驻“中
国-欧洲中心”

■ 索菲亚科技园中国创新
中心和成都高新区（欧洲·
法国）创新中心双中心启动

■“中国-欧洲中心”举行
欢迎入驻仪式，17家欧洲
机构代表签署入驻意向性
协议

“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和欧盟研
究与创新中心有一些合作了，未来希
望和成都在食品、环境、清洁能源等方
面有更多合作的机会。”昨日在欧洽会
现场，丹麦农业产业园总裁拉斯·索伦
森对欧洲与中国的农业合作报以非常

高的期待，“丹麦现在最重要的产品是
啤酒、黄油和培根，我们希望借助
ENRICH中国西部中心推广新技术，
去生产产品，然后把这些产品推向世
界。”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叶燕

胡敏娟 实习记者 林聪

ERICENA为什么第一站选择落
址成都？在这个平台上，成都和欧盟双
方将迎来哪些合作机遇？昨日，欧盟委
员会科研总司国际部中国事务部主任
魏立国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

魏立国表示，这是基于欧盟与成
都的欧盟项目创新中心（EUPIC）过去

十年良好的合作基础。EUPIC这个在
2006年落户成都高新区的欧盟项目，
经过在成都十年的发展，成功实现了
自给自足的运营工作，并成为了欧洲
网络中国的西部中心。“同时，成都也
给出了中国－欧洲中心这个新的载
体，一个强大的支撑，所以成都成了全
中国第一个区域中心的不二之选。”

随着“ENRICH 中国西部中心”
的揭牌，魏立国希望进一步助推整个
中欧在科技以及创新领域的合作。“未
来欧盟的机构、高校和企业如果想和
中国在科技与创新领域开展合作，能
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得到实实在在
的帮助。而成都这边，甚至全国范围内
有对欧合作的需求，也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找到最合适的单位。”

去年7月，成都高新区与享有法国
“硅谷”之称的索菲亚科技园结为“姊妹园
区”。昨日，这对“姊妹”有了更进一步的合
作——将在对方园区互设创新中心。

索菲亚科技园主席让·皮埃尔·马
斯卡赫利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此次的“双中心”模式可以说是中
法合作的全新尝试，将促进和帮助中小

企业发展成长，让两地普通的工作者在
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环境中工作。“这
种双中心的模式，可以让我们双方的合
作不仅仅停留在产品、技术的买卖这一
层，而是可以让这些企业在两地互相设
立团队，实地体验对方的生态和发展，
诞生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商业思想，建立
一个长效的合作机制。”

世界生物传感器大会主席安东尼·
特纳教授是生物传感器领域的专家。
2006年因在葡萄糖传感器、环境监测和
合成识别分子方面的成绩被任命为美
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第一次参加欧洽
会，特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
过这个机会我能得到一些潜在的合作。

刚来时我非常担心，因为我代表的是科
技类行业，但是我到这里的时候才发
现，大家对科技非常感兴趣。”

特纳表示，“在中国生物传感器已
经很普遍了，特别是在糖尿病这一块，
用得非常多。比如抗生素类，通过生物
科技，使抗生素变得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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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现场
在蓉创业，打开欧洲市场有了更多平台；身在成都，享受更多中欧合作带来的文化、旅游、商贸便利。

昨日昨日，，第十二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第十二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第十二届欧洽会第十二届欧洽会”）”）在成都世纪城在成都世纪城
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欧洽会以本次欧洽会以““开放包容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互利共赢””为主题为主题，，寻找寻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投资倡议下中欧投资、、贸易贸易
和科技领域全面合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和科技领域全面合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共促蓉欧全方位的深度务实合作共促蓉欧全方位的深度务实合作。。

系列重头大戏上演系列重头大戏上演。。

专访专访
欧盟科研总司代表魏立国：

ERICENA首个中国分中心为何落地成都

索菲亚科技园主席让·皮埃尔·马斯卡赫利：

合作不停留于技术、产品的买卖

世界生物传感器大会主席安东尼·特纳

欧洽会对寻找潜在合作是好机会

丹麦农业产业园总裁拉斯·索伦森

ENRICH中国西部中心将搭建合作桥梁

昨日，成都，欧洽会开幕式，17家欧洲机构代表签署入驻中国-欧洲中心协议 成都商报记者 张士博 摄

京东方成都第6代AMOLED显
示屏生产线 资料图片

成都培育和引入一大批电子信息等高新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