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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 尹庆双

将建天府国际新金融研究院
培养城乡融合金融服务人才

“培养一大批有经营头脑、有专业技能的新
型职业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工作。
人才从哪里来？在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尹庆双看
来，地处成都的高校有责任为成都乡村地区输送
专业化、高素质的农村人才。他透露，西南财经大
学正在筹办的天府国际新金融研究院，将为农村
地区培养城乡融合金融服务专业人才。

“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的金融人才既要掌
握新型服务体系，同时要对基础性的知识有所掌
握。”尹庆双希望，接下来在培育振兴乡村的人才
时，高校、科研院所与政府能够实现“人才互动”。
这意味着，中青年专家学者能有渠道深入乡村到
当地挂职锻炼，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将前往
高校进行培训交流。这种互动，有助于打通经验
壁垒，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除了金融服务专业人才外，尹庆双还提到，高
校也要向农村输送科技人才，实现“加快建设‘成
都农业智库’，打造西部农业人才高地”的目标。

中粮（成都）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经理 张博

成都是西南地区
粮油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区域

“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先由本地企业承接收
购，再全部发往中粮新津的生产基地加工为产品，
最后销往海内外市场……”在中粮（成都）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经理张博看来，种植产业链未来应该
成为闭环。其中，成都在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决
定了成都在打造粮油生产产业链的先天优势。

“成都是西南地区粮油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区
域，市场空间巨大，而新津又具有发展粮油产业得
天独厚的条件。”张博告诉记者，从2012年起，中粮
就在成都新津设立了中粮集团成都产业园，目前
正式投产的项目包括大米、面粉、面条、油脂、淀粉
糖和饲料等，全部建成后将形成150万吨粮油食品
加工、47万吨粮油仓储规模，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
大的农产品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未来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60亿元以上，年利税3亿元以上。

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世如

发展成都的特色农产品
首先要重视创造品牌的意识

在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世如眼
中，成都农产品丰富，各具特色，如何将这些优质
产品打造成“叫得响的品牌”，这也是成都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方向之一。

血橙、油菜、甘蔗……这些质量好、产量多的
本地蔬果，未来有望成为成都农产品的名片。曹
世如表示，发展成都的特色农产品，首先要重视
创造品牌的意识。“作为本地零售渠道，红旗将尽
其所能帮助农民解决部分销售问题，为成都乡村
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青白江的福洪镇，在去年入选了
“成都50佳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目的地”
并被评为“全市十大优先支持发展特色
镇”。特色镇是福洪镇的发展定位，而

“亚欧特色农产品小镇”，是这个紧邻铁
路港口的小镇接下来的发展目标。

福洪镇党委书记牟莉介绍，在过去
几年里，福洪镇的杏花种植面积达到
1.8万亩，春季杏花遍地，夏秋硕果累
累。利用这个特色资源，福洪镇一直在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新业态，“农商文旅”
齐头并进，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先后
引进了66号房车营地、大风车拓展园等
农旅融合项目，举办过杏花（果）生态旅
游节、天骁杯马术障碍赛和杏福民宿创

意大赛，并通过拍摄实景剧《杏福花
开》，打响了福洪镇的旅游品牌。

在蓉欧快铁的新机遇下，福洪镇又
有了新的定位——“亚欧特色农产品小
镇”。牟莉介绍，这是福洪镇下一步的重
点工作。

在乡村建设上，福洪镇将以简欧风
格为基调，完善场镇新区、欧洲风情商
业街风貌设计，实施场镇节点景观、公
共休闲空间的风貌改造，加快建设亚欧
风情特色街区。并依托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建设，力促“我的田园”“田园东方”
等优质文旅项目落地，引导房车度假营
地、马术俱乐部等项目植入亚欧风情元
素，集群打造亚欧风情特色农庄；积极

筹办国际马术场地障碍公开赛、国际房
车论坛、欧洲乡村音乐节等节会活动，
以亚欧文化交流带动节会经济发展。

“同时还要改善强化产业支撑，利用
蓉欧快铁的优势，把我们的农产品销售
出去。”牟莉告诉记者，福洪镇接下来会
着力提升农业开放水平，实施出口标准
技术攻关，助推福洪杏等西南特色农产
品出口。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农业对外开
放合作试验区”，打造亚欧农业合作示范
园。借力铁路港粮食、水果等口岸优势，
示范建设亚欧农产品展销中心，加快引
进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分拨
配送企业，打造独具活力的亚欧特色农
产品小镇。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市建委相关负责人指出，在2007年
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后，积极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探
索建立了统筹城乡建设工作机制，城镇
化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标先进，
我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还有待
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
突出。

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
破，成都将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重
构发展空间，以城市功能体系确定城镇

功能，同时打破小散乱布局，以特色镇为
载体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功能区。

上述负责人介绍，成都将重点规划
建设100个左右特色镇，平均镇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平均规模2万人以上，
总体可承载200万人以上就地城镇化人
口，形成以特色镇为中心，辐射带动周
边乡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那么特色镇将有哪些新功能呢？该
负责人表示，为了构建特色镇发展新动
能，特色镇在优化产业布局时，将以“轻

资产、重生态、高附加、广辐射”为原则
选择适镇产业，植入旅游、文创、新经济
等特色适镇产业，推动特色镇产业错位
发展和融合发展。同时通过轨道线路及
站点优化、增设高快速路出入口实现对
全市特色镇的对外交通全覆盖，完善交
通体系。同时成都还将创新投融资建设
特色镇方式，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特色镇
整体开发、建设、运营，建立由政府主导
的特色镇建设发展基金，注入交通、土
地等优势资源。

100个特色镇怎么建？
依托天府韵味的川西林盘 三种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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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成都市建委拟定了一条以特色镇建设为抓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
路。成都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以特色镇为主形态推进乡镇建设，全市将重点规划建设100个左
右特色镇，并采用“特色镇十林盘+农业园区”“特色镇+林盘＋景区”“特色镇+林盘十产业园”三种建设模
式推进特色镇的建设。

同时记者了解到，在推进初期，成都将结合都江堰精华灌区保护、天府绿道、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大熊猫
国家公园、农业产业功能区的建设，选择20个左右特色镇以及100个左右的特色林盘先行试点示范建设。

青白江福洪镇

高校

企业

企业
依托蓉欧快铁
打造亚欧特色农产品小镇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特色镇建设
上，成都将采用“特色镇十林盘+农业
园区”“特色镇+林盘＋景区”“特色镇+
林盘十产业园”三种建设模式。

三种模式中都包含的“林盘”，指的
是非常有天府韵味的川西林盘。市建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全面保护和传
承川西林盘特色，成都将通过“整田、
护林、理水、改院”，给林盘全面植入现
代功能，将其建设为宜居、宜业、宜游
的现代化特色林盘。“整田”就是发展
现代农业，实施农田规模化、景区化改
造；“护林”就是保护林盘生态实施景

观化改造提升；“理水”就是依托都江
堰自流灌溉水系，彰显水文化，提升水
景观；“改院”就是按照“乡土化、现代
化、特色化”的原则改造和建设林盘建
筑，打造体现天府“乡愁”记忆，功能复
合的现代林盘院落。

而农业园区、景区、产业园则将赋
予特色镇更多的功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布局了61个
镇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特色镇
十林盘十农业园区”模式特色镇，镇区
周边布局特色林盘，以林盘服务农业园
区和乡村旅游。乡村地区以农业园区为

载体，发展规模化、景观化农业，形成
“管委会＋社会企业+集体经济组织”
新型经营管理模式。

镇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
“特色镇十林盘+景区”模式特色镇布
局了16个。这些特色镇将布局在“两山”
山麓区域形成“山上游、山下住”的功能
布局，重点发展旅游业及配套服务业，
通过轨道及高快速路对外连接，特色镇
与景点通过绿道互连，旅游接待与生活
配套依托镇区布置，景区中依托林盘形
成旅游服务驿站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以特色镇为载体
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产业功能区

三种建设模式
推进特色镇建设

特色镇是青白江福洪镇的发展定位 本报资料图片

气场变化
聚焦“流量经济”

成都曲线上涨的斜率
已经走出来了

供不应求的航班，凸显出成都
“气场”的变化。而“气场”的改变，
则源于近半年来成都在发展理念
上的改变。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将成
都的发展置于更纵深、更广阔的发
展时空坐标系中。从城市空间到产
业布局，从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到构建具有国
际影响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
业体系，不仅是“名头”之变，更是
实质之变；不仅是局部之变，更是
格局之变、全局之变。

成都市产业发展大会、成都市
新经济发展大会，更是详细描绘出
成都在新时代加快建设新时代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思路”和“打法”。
密集出台的产业新政、人才新政，
吸引企业和人才纷至沓来。

从3C领域到互联网领域，从
时尚领域到科幻领域，一场场顶级
行业大会落户成都，它们的共同选
择并非偶然，显示成都新经济的蓬
勃活力对明星企业和社会各界的
强大吸引力。

一个个满载而来的航班，带
来的不仅仅是人流，而是技术、人
才、信息、资金、知识、物质等各方
面的要素聚集。而成都看中的，正
是这背后的“流量经济”带来的无
穷效益。

锤子科技CEO罗永浩除了在
成都做了2个半小时的新品发布
会，还一口气把位于北京、深圳等
地的行政、供应链、研发、设计等总
部管理和服务部门整体迁入了成
都，北京、深圳一半员工也跟着来
了成都。“我看过一个调查，应届毕
业生选择就业城市魅力排行榜，成
都第一。”谈起搬家原因，罗永浩这
样说。

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腾讯
众创空间总经理王兰则预测，按照
成都现在的趋势，互联网产业还会
越来越好，向上的态势会越来越
强。“目前，成都曲线上涨的斜率已
经走出来了。”他特别说到，腾讯也
会越来越重视成都。

专程来成都参加香奈儿新品
发布会的法国著名奢侈品设计师、
当代表现主义艺术家让·米歇尔
说，香奈儿选在成都举办展会，是
品牌与城市的互动，被香奈儿“看
上”，说明了成都独特的气质。

未来经济发展，谁能控制“流
量”，谁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导权、占
领竞争的制高点。通过一张紧俏的
机票，成都无疑已经显现出这样的
控制力。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郭峰

上接01版 紧接着的11月8日
早上，腾讯公司规模最大的年度行
业盛会——2017腾讯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也在成都盛大开幕。来自全
球互联网、AI、内容产业的350多位
国内外行业领袖以及数万名创业
者参会，围绕“开放·创想”这一主
题共话内容生态与前沿科技。嘉宾
包括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

《西部世界》导演、编剧乔纳森·诺
兰、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
知乎CEO周源、米未传媒创始人
兼CEO马东等。这场盛会，吸引了
上万互联网业内人士聚集。

上周末，11月11日，我国科幻
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会议-中国科
幻大会也在东郊记忆开幕。著名科
幻作家刘慈欣、“月宫一号”总设计
师刘红等科学科幻界大咖齐聚成
都。除了中国科幻城的落户，《成都
科幻宣言》也在会上发布，成都“科
幻之都”的名片越来越闪亮。

据统计，2017腾讯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累计参会人数近3万，锤子
科技发布会参会人数近1.2万，四
场大会累计吸引近7万嘉宾上周来
到成都。而这还不是全部，成都创
意设计周也于上周在成都举行。

成都，一时间成为国内热度最
高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