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房之后，这楼多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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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多的这一层楼 终于有人认领
有业主表示这层楼“是我们建的，开发商答应过”，开发商暂未回应

规划部门：未经报批，确系违建 城管部门：限期不拆，将走强制拆除程序
针对扫黑除恶工作，成都市

高新区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组
长、分管公诉和侦监的院领导为
副组长、全院所有部门为成员的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制定印发了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方案》，对专项斗争的总体要
求、惩治重点、工作措施、实施阶
段、工作要求作出详细安排，主要
工作任务分解到处室，明确责任
部门和协作部门。

充分把握中央规定的十一类
黑恶势力犯罪特征，结合区域实
际情况确立重点惩治对象，确保

“有黑打黑、有恶扫恶、无恶治
乱”。坚持“双介入”引导侦查，对
涉黑恶势力的犯罪案件，与公安
机关建立在提请批准逮捕前七日
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工作机
制，侦监、公诉部门同步介入侦
查，以逮捕标准、审判标准同步引
导。截至6月底，高新区院就涉黑
涉恶案件“双介入”引导侦查3次，
实现涉黑涉恶案件追漏3人次，就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及重点监
督事项与高新公安分局、空港新
城分局召开协作办公会2次，就个
案引导取证与侦办单位交换意见
6件次，就专项斗争开展以前已起
诉案件的涉恶性质认定问题主动
与法院对接会商4次，确保专项斗
争形成合力。

目前，高新区检察院已设立
“扫黑除恶”举报检察专线，并着
手编印法制宣传册，以图文并茂
形式进行普法教育和政策引导，
营造全区反黑氛围，清除黑恶势
力生存空间，为全区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

欢迎检举揭发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扫 黑 除 恶 举 报 电 话 ：
028-61880673

邮寄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
城大道366号 成都市扫黑办

邮编：610042
举报邮箱：cdsaohei@163.

com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苟月攀

成都“软”实力强劲
加速迈向“世界软件名城”

一场行业盛会，最能看出一个城
市在该领域的“江湖地位”。

今年6月，第十二届中国成都国
际软件设计与应用大赛在成都启动，
围绕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互联
网+”等领域开展比赛，选拔优秀的软
件人才和创新项目。

7月5日，2018年工业信息安全
技能大赛西部赛区初赛启动仪式在
成都举行，20支队伍汇聚成都。

8月16日，成都将再迎行业盛会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
会和2018iWorld数字世界博览会两项
重磅展会将同时在成都世纪城开幕，将
吸引信必优、甲骨文等20余家国外企
业和机构，以及华为、腾讯、京东、中软
国际等500余家国内企业和机构参与。

就在下个月，2018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将在蓉举行。作为此次活动
之一——2018年工业信息安全技能
大赛初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1个省
（区、市）市101支队伍报名参赛，这是
目前全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工业信息安全技能赛事。

一场又一场行业盛会落地的背
后，是成都软件产业不断崛起的写照，
作为全国首批、中西部唯一的中国软
件名城，成都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
软件服务业发展的领军标杆城市。

成都软件产业吸引力在哪里？未来
还有哪些想象？哪些行业将被改写格局？

数据更能说明这种趋势——来自
市经信委数据，2017年，全市软件服务
业实现营业收入3544.5亿元，较上年增
长17.3%；其中，软件业务收入2665.0
亿元，同比增长13.17%，占全国的
4.85%，中西部的30.69%，西部地区
的43.07%，全省的95.83%。软件业务
收入亿元以上企业共计273家，较上年
增加13家，共实现软件业务收入
2298.3亿元，占全市总量的86.3%。

成都将重点推进IC 设计与测试、
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数字媒体、系统
集成与运营服务、新兴信息服务、软
件外包七大产业集群发展。高质量发
展的成都软件产业，正加速向“世界
软件名城”迈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

在成都中科大旗软件有限公司，
一项名为“基于大数据的旅游产业运
行监测平台”的技术，“大数据+”旅游
跨界融合，让人们的旅游生活变得更
智能、更舒适。该项技术获得2017年
度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是成都软件产业自主创新，
展示科研实力的一个典范。2017年，
成都市软件服务企业积极推进自主
创新，全市软件研发强度超过7%。

成都自主创新领域，涉及方方
面面。2017年，在年度四川省首台套
（首批次首版次）认定中，成都华日
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国铁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成都索贝数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3件软件产品被评
为“国内首版次”，勤智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三泰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四川新科电子技术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的5件软件产品被评为

“省内首版次”。成都市新增244家软

件服务企业通过软件企业评估，累
计已有445家；全市265家企业的419
件软件产品通过软件产品评估，累
计已有731件。

成都软件服务企业自主知识产
权数量快速攀升、质量显著提高。全
年成都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数量24766件，同比增长79.5%，增速
较上年高出18.4个百分点；其中，处
于热点领域的云计算软件、物联网
软件、游戏软件、移动应用软件占新
增登记总量的40.4%。

目前，成都正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坚持整合
创新资源，以企业为主体，联合高校
及科研机构，聚集行业关键应用技
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积极推动工程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
的搭建工作。西南交大综合交通大
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中
科曙光先进微处理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相继落
户。2017年，全市拥有软件服务业市
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258户，其中，
国家级5户、省级113户、市级140户。

今年5月10日，紫光芯云
中心项目落地成都，项目总
投资6亿元，将建成集研发、
测试等于一体的研发平台，
成为紫光集团在中国西南地
区的新一代信息产业集聚中
心。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紫
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现场透
露，投资超千亿的芯片制造
工厂、以研发为主的科技园
区等重大项目即将在成都开
工，“把成都打造成为西部乃
至全国重要的研发和运营总
部基地。”

“成都要打造万亿级电
子信息产业，我觉得这个方
向非常明智。”赵伟国说，从
产业角度来看，未来有大规
模增长的产业，主要就是电
子信息产业为主，因为更接
近实体和科技产业。

不仅仅是紫光，近年来，
成都市软件服务业不断向传
统行业、新兴领域、社会民生
等领域渗透和延伸，新产品、
新业务、新模式、新业态在金
融、通信、交通、工业、贸易、
物流、教育、医疗等行业信息
化过程中不断涌现。

截至2017年底，成都市
共有9家企业的15件软件产
品先后荣获“中国优秀软件
产品”称号，2家企业的6件软
件产品获年度“中国十大创
新软件产品”，1家企业的1项
产品获年度“中国创新云服
务平台”。

传统重点企业中，中国
网安雄踞国内信息安全领域
龙头位置，任我行软件在国

内中小企业管理信息化市场
上长期占据优势地位，银海
软件是国内社保专业信息化
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川
大智胜在空中交通管理系统
独树一帜、智能交通系统应
用广泛，三泰电子斥巨资建
设的“速递易”成为国内最大
的社区智能物流及综合服务
平台，腾讯（成都）研发的《王
者荣耀》风靡移动游戏市场，
振芯科技、亿盟恒信等企业
在北斗导航领域也显示出较
强实力。

越来越多“成都造”品牌
被叫响。这还体现在快速崛
起的新经济企业中，积微物
联定位工业互联网战略，打
造出国内领先的大宗商品全
产业链服务生态圈；新潮传
媒以15亿美元估值位列科
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第65位；
极米、医联成功跻身《2018
中国独角兽TOP100》暨“最
有可能快速登陆A股的100
家公司”榜单；在成都新经
济发展研究院、电子科技大
学发布的成都首批“未来独
角兽推荐榜单”中，大数据、

“互联网+智慧医疗”、“互联
网+智慧物流”、智能硬件、
人工智能、文化娱乐、VR/
AR等领域的34家本地涉软
企业入围；精位科技凭借自
主创新的室内外实时定位
技术及解决方案，赢得国际
数据集团（IDG）主办的第四
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开发创
意大赛全国总冠军和全球
亚军殊荣。

“有一天，我跟一个北京的朋友聊天，说我
在中国最喜欢四个城市，其中之一就是成都。”
赵伟国表示，成都有独特的魅力，优雅乐观创
新的风貌、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突出的人才优
势，吸引了大批高科技研发企业，特别是大数
据、芯片制造、云计算等相关产业进入成都，形
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了构建“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而成都作为

“主干”，在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提出，要重
点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信息安全、软件服
务等领域，到2020年，把电子信息产业打造成
为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打造世界软件名城，成都超前布局众多特色
软件产业，比如：网络信息安全、大数据、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还聚焦构建开放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发展新
经济培育新动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全面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

“5G+”“清洁能源+”“供应链+”为核心的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开放型产业体系，着力将成都建
成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

今年7月，《成都市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推进
工作方案》正式印发，重点聚焦软件工具/平
台、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内容制作与平台运营
三大领域，大力推动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取
得突破，积极支持关键器件及整机研发与产业
化，围绕“两高地一核心”，加快打造国际知名、
国内一流的VR产业基地。

成都软件产业的良好生态离不开载体建
设。成都市促进软件服务业载体建设，通过建设
和强化多个功能完善、服务优良、产业配套的软
件服务业聚集发展区，提升产业服务支撑能力。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多年持
之以恒发展，成都市软件服务业已经具备相当
规模，目前正处于加快由大变强、增强竞争力、
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阶段。按照”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有关工作部署，围绕推动成都市软
件服务业实现新发展，我们通过实地调研走访
四川航天云网、华为四川云服务部、数字天空
等企业，进一步明晰了发展重点、破解发展瓶
颈，提升软件服务业发展质量。”

据城市新一轮总规，成都将加快优化城市
空间，重塑产业经济地理，全市统筹规划了66
个产业功能区，将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发展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软件服务等核心软件
业态，或积极培育具有较高信息化、智能化水
平的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

《成都市建设世界软件名城规划纲要
（2016-2025年）》提出，重点实施信息基础设
施、软件人才、软件标准化、软件应用示范四大
工程，推动软件产业加快发展，加速迈向“世界
软件名城”。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昨日，成都商报报道了一
起违建事件：位于锦江区三圣
街道绿岛筑小区在交房之后
的数天内，几栋楼都“长高”了
一层。在此前相关部门的调查
中，所有的涉事方，包括开发
商、物业公司、顶楼业主都矢
口否认这些违法搭建与自己
有关。虽然没人“认领”这一层
建筑，但到13日下午，仍有工
人在楼顶忙碌。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再度对此事进行了追
踪，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市规
划局锦江分局认定绿岛筑4栋
建筑楼顶的搭建未经规划部
门许可，属于违法建筑；锦江
区城管执法部门来到违建现
场，强制停止施工；虽然多名
业主仍旧表示“不清楚”，但一
名业主承认，违建系顶楼几户
业主一起请人搭建的，原因是
买房时开发商表示“可以搭”。

14日上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市
规划局锦江分局。该局负责人称，他们
知晓此事，早在7月26日就派员到现场
做过调查，确认楼顶有私自搭建的建
筑，并明确表示“我局对绿岛筑小区12
栋顶楼搭建部分未办理过规划手续”。

据锦江分局负责人介绍，今年6月
上旬，在绿岛筑首批住宅交付前，该局
工作人员曾到现场实地察看建筑是否
符合规划的情况，“当时楼顶没有现在
出现的搭建。”该局负责人介绍，绿岛
筑楼顶的外立面高出楼顶很多，设置
了很多立柱和横梁，从规划上来说，这
样的设计并无违规之处，所以在6月27

日，该局为核查过的建筑发放了“规划
核实意见书”，从规划部门的角度认定
建筑符合要求。而仅仅在一个月后的7
月26日，锦江分局就收到了市长信箱
转交的信息——有市民投诉绿岛筑12
栋顶楼有人违规搭建。“7月26日下午，
我们就派人到现场核查，发现市民反
映情况属实，而我局从未给该处搭建
部分办理过规划手续。”锦江分局负责
人介绍称，这样的建设必须先向规划
部门报批，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后方可动工，而到目前为止，绿岛
筑4栋楼宇顶楼的搭建，没有任何单位
来申办过相关规划手续。

在此前报道中，开发商、物业
公司、顶楼业主，都否认了违建是
自己所为。有曾在楼盘开盘时到现
场看过的市民表示，当初买房时，
售楼小姐就极力推荐顶层，说可以
利用楼上的架空层。有知情人士透
露，“照常理顶层的单价应该较中
间层便宜，可绿岛筑的顶层，每平
米要比其他层贵1000元左右。”

14日，记者联系到几名顶楼的
业主，多人都矢口否认违建与自己
有关，有业主接电话后听闻是记
者，马上就挂断了电话。不过，也有
一名顶楼的业主在接到电话后表
示：“是我们搭建的。”

“开发商之前答应可以搭的

嘛，售楼小姐当时是这样说的。”该
业主也承认，双方对此没有纸面上
的协议，只是口头承诺。正是因为
有此承诺，该业主买房时单价“比
其他楼层贵了几百千把块钱”。既
然是业主个人在搭建，为何顶楼上的
施工时同步骤、同一批人在建设？对
此，这名业主称，“因为我们都不可能
自己去建，几个顶楼的业主就一起出
钱，找了人来一起搭建。”记者致电
绿岛筑楼盘开发商成都市城乡东
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名相
关负责人，询问是否答应业主搭建
等相关问题时，该负责人称需请示
领导后再决定是否回应。截至记者
昨晚发稿，仍未收到开发商回应。

14日，锦江规划分局回复了三
圣街办的来函，告知“‘绿岛筑’楼
盘楼顶的确存在违章搭建，搭建部
分未办理过规划手续，违法建设情
况属实”。14日下午，锦江区城管
部门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既然规
划部门认定搭建部分违法，他们下
一步就会进入处理违建的程序，

“依法依规请搭建者自行拆除，若
限期之内没有拆除，将会走强制拆
除程序。”

针对绿岛筑4栋建筑楼顶仍有
施工的现状，锦江区城管部门在13
日口头责令停工的基础上，14日下
午再次到现场强制停止违法施工
搭建。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1 强化自主创新研发
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2 叫响“成都造”品牌
软件产业融入
社会民生和新经济领域

3 超前布局特色软件产业
聚集发力形成良好生态

锦江规划分局：
77月底就有投诉月底就有投诉，，无单位申办相关手续无单位申办相关手续

有业主表示：
是我们建的是我们建的，，开发商卖房时答应过开发商卖房时答应过

最新处理：
城管再到现场制止施工城管再到现场制止施工，，将进入违建处理程序将进入违建处理程序

“双介入”引导侦查
实现涉黑涉恶案件
追漏3人次

8月14日，记者在雕墅小区见到
了刚成立不久的小区业委会的负责
人。对方认为，水泥墩子出现的原因，
是服务小区的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导
致小区秩序混乱。对方称，小区在
2008 年交房之后，问题开始逐渐暴
露，“但一直以来，物业公司缺乏科学
的管理。”

记者根据一位小区业主提供的
照片和视频看到，在雕墅小区内部的
非道路区域，确实有车辆通行和停放
的现象，“即便没有那个水泥墩子，自

强路上乱停乱放的车辆，同样会阻挡
消防车通行。”

部分业主认为，小区的问题不是
出现自强路上，而是在小区红线以内
的管理上，物业公司长期缺乏专业的
管理，才会有人想到在一个物业不管
的位置去设水泥墩子。一位业主称，

“觉得生活不便的利益相关者，才用
这种不得已的手段。”小区业委会负
责人称：“水泥墩子只是大家对一个
良好秩序的渴望。”

记者发现，即便安设了水泥墩

子，仍然有车辆通过连接自强路另一
端的中莲池横街，进入雕墅小区。

记者了解到，目前雕墅小区物业
经理已经离职，而公司各部门仍在正
常运转。记者电话联系上了物业公司
总公司负责人，对方表示，小区的物
业经理确实因为家中有事离职了。

该负责人称，为了治理车辆进入
小区乱停的现象，在靠锦兴路的通
道，物业安设了车档装置，“该通道下
面是地下停车场，消防部门在看了图
纸后表示消防车是不能进的，我们接

手楼盘时开发商也提醒过我们这个
通道不能承受消防车的重量，所以我
们在这个通道口设置了车档，但自强
路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不敢打桩。”

物业负责人称，事实上物业公司
在今年 3 月份已经给小区贴出了公
示，也给相关部门打过报告，准备撤出
小区。“现在业委会已经成立了，我们
准备和业委会协调，争取形成一个书
面的材料，他们觉得物业管理不善，我
们也支持更换物业，撤出小区。”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2018年8月15日
星期三

业主：水泥墩挡道是不得已的手段
物业：若对我们不满我们支持更换

因为小区内车辆乱停乱放，
连接锦江区雕墅小区的自强路路
口出现了两个水泥墩，阻止车辆
进入。然而小区物业则表示，水泥
墩阻挡了消防车通道。记者了解
到，这一充满争议的现象背后，是
小区业主对小区缺乏科学管理，
秩序混乱的质疑和无奈。而物业
公司则表示“如果业主对我们的
服务不满意，我们支持更换物业，
撤出小区。”

天府软件园 本报资料图片

8月13日，工人正在对加盖的一层进行施工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