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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活动如何安排？准备情
况如何？

中国科协企业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主任郑浩峻介
绍，成都主会场设在位于成都高新区
的菁蓉汇。菁蓉汇处于全省全市“双
核共兴”战略的核心支点位置，是成
都高新区按照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打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定位而
建设的创新创业旗舰。

郑浩峻介绍，备受关注的启动
仪式定于10月9日上午举行。主题展
示分为6个部分，展示各部门和地方

推荐的150个优秀项目，体现双创升
级版和服务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
四十年创业代表座谈会邀请改革开
放以来不同阶段创新创业的标志性
人物，交流创业感想，分享创业经
验，传承创业智慧，激发全社会创新
创业热情。

“目前，成都主会场、北京会场
以及全国各地活动的筹备工作都在
有条不紊地推进，进展顺利。”郑浩
峻介绍，活动周期间，成都主会场还
将举办一系列活动，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双创部际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也将在成都举办多
个活动。

郑浩峻着重介绍了今年的主题
展示项目，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业互
联网、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服务、
人工智能等领域典型代表项目，

“2200多个申报项目，经过三轮专家
评审，共遴选确定了150个代表性项
目进行展示。主题展示分为创新创
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加构建、新动
能持续壮大、新产业蓬勃发展、新人
才不断涌现和打造双创升级版六个
主题展示板块。”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东北三省考察，主持召开深
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东北振
兴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

理念，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瞄准方
向、保持定力，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以新气象新担
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紧转02版

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

“双创周”来了
成都主会场：高新区菁蓉汇

本届双创周，将有哪些亮点？昨日
记者获悉，《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活动周成都主会场实施方案》已
经正式出炉，除了举办8项重点活动
外，成都还将举办20余场地方特色亮
点活动，包括校院企地深度融合发展
集中签约、人工智能引领创新发展论
坛等。同时，普通市民也可以参与本次
双创周。成都将开展大型市民现场互
动体验活动，市民可以现场感受双创
带来的生活变化。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拟邀请创新创业典型企

业代表，通过视频播放、人物互动等形
式，以历届双创周主题为线索，通过回
顾典型企业的创新创业历程，展现双
创周设立以来创新创业发展成果，凸
显新动能不断壮大、创新引领发展的
历史成就。

■主题展示：
将以线下大型展会与线上体验平

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现改革开放
背景下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体现全社会创新创业的
良好生态环境，生动展示数字经济、共
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和
国内外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诠释“互
联网+”加速形成新动能的代表性成
果，推广示范基地在创新创业促进体
系建设、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等方面
的成功经验，深入挖掘创新创业推动
农村、西部和广大基层经济社会发展
的典型案例，展现中国创新的“加速
度”，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水平。

■改革开放四十年创业代表座谈
会：

将邀请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同阶段
创新创业的标志性人物，交流创业感
想，分享创业经验，传承创业智慧，共
同研讨创新创业领域发展规律和态
势，营造创新创业领域代际传承、演化
迭代、生生不息的文化氛围，激发全社
会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

■创新创业平台建设推进会：
将邀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

地开展创业政策和经验交流，总结并
分享示范基地建设成功经验，剖析存
在问题，研讨改进方法，促进创新创业
平台建设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创业乐天府：
将组织地方特色企业代表、农村

代表、创客代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
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以电子产品、生
命健康、文化创意、电竞动漫等生活消
费产品为主，通过“特色创业巷”的形
式，集中展示当地优势创业项目和特
色创新成果，形象化立体化地呈现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和文化。

■创新星空间：
将发动海内外创客提供配套资

源，利用创意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制
作等开源共享平台，现场开展创意设
计、创作与加工制造等互动体验活动，
让人人都能发挥创意、参与创新、成就
梦想。

■黑科技每日秀：
将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健

康等热点领域，每天发布科技前沿创
新产品或设计方案，组织观众开展现
场互动体验，举办产品相关项目路演
和专家测评分享交流会，使观众在第
一时间感受到最新科技成果对生产生
活带来的改变。

■@活动周：
将通过建设线上活动周平台，利

用360度影像制作与还原技术，针对重
点项目、重点活动开发线上体验项目。
平台将在活动周期间以及后续一段时
期，以在线互动等方式引导公众更好
地参与、体验和回味活动周。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2018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以下简称“双创周”）来了。
昨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2018年双创周有关情况。成都商报记者现场

获悉，双创周将于10月9日至15日正式举行，设成都主会场，目前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
段。成都主会场将举办启动仪式、主题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年创业代表座谈会等8大重点活动，目前
8大重点活动方案已经确定并抓紧推进。

本届双创周吉祥物除了“老朋友”“壮壮”，还将迎来新朋友“蓉蓉”——一只佩戴哈雷风镜的熊猫。

10月9日至15日

“壮壮”“蓉蓉”
携手成吉祥物

时 间

标 识

主题
展示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
介绍，今年双创周主题为“高水平双创，高质量发
展”，设成都主会场、北京会场，全国各地设分会
场。

在成都主会场，将举办启动仪式、主题展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创业代表座谈会、创新创业平台
建设推进会、创业乐天府、创新星空间、黑科技每
日秀等8大重点活动。

孟玮介绍，相比往年，今年的双创周有三个
“进一步”：

一是进一步拓展活动范围。海外活动周场次
将从往年的十几场增加到今年的一百多场，在全
球更大范围展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环
境和成就。建设线上活动周平台，针对重点项目、
重点活动开发线上体验项目，不断拓宽服务领域
和渠道。

二是进一步打造创新创业者交流分享平台。
成都主会场将邀请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同阶段创
新创业的标志性人物，交流创业感想，分享创业
经验，研讨创新创业领域发展规律和态势。北京
会场将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背景，邀请政府、企
业和各界代表，研讨中国及世界高质量发展前沿
问题。同时，还将邀请120家双创示范基地开展创
业政策和经验交流。

三是进一步推动全民参与。除了组织各类社
会团体、海外机构、企业代表、创科代表等参与活
动外，本届活动周突出了现场互动体验环节，通
过黑科技每日秀、@活动周等新形式，让更多群
众切身感受到创新创业带来的生活变化和美好
体验。

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冯
劲夫介绍，成都正在上下协同、纵横
联动、合力推进、统筹抓好各项筹备
工作。除了8大重点活动外，成都还
研究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科技
创新、促进军民融合、创业带动就业
等系列政策措施，将在双创周主会
场活动期间集中发布，切实将双创
升级版落地落实。

冯劲夫介绍，成都正在优化双

创环境，有力有序做好基础保障。
此次双创周，将既展示成都美丽宜
居的公园城市魅力，又充分表达成
都创新创造创业的城市活力，氛围
营造、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应急处
置、会议服务等保障工作正在有序
开展，“经过近一段时间紧张有序
的筹备，各项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
阶段，项目布展、嘉宾注册等有序
进行。总体来看，活动内容基本确

定、重点活动有序推进、环境保障
稳步实施。”

双创周成都主会场举办地选在
菁蓉汇。现场，冯劲夫解读了选址原
因，“可以说，菁蓉汇是成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选择菁蓉汇作为今年双创周成都主
会场活动的举办地，也是为了更好
地展现西部地区创新创业的风采。”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 张士博

“突出西部创新创业特色，今年
主会场首次走进西部，结合西部特别
是四川的情况，我们注重对农民工返
乡创业、少数民族创业、军民融合创
新等创新创业成果的展示。”四川省
西部办专职副主任杨昕介绍，筹备工
作组按照主会场总体方案和主要任
务清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筹备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

在特色活动方面，围绕打造“双
创”升级版，充分展示全国创新创业

成果和特色亮点，活动周期间，成都
主会场还将举办第六届中国创业投
资行业峰会、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座
谈会、四川首届创业博览会、“一带
一路·巾帼云创”等近30项50余场
（次）特色活动。目前，特色活动筹备
工作已基本完成。

在服务保障方面，截至目前，成
都主会场安保、交通、后勤等服务保
障工作基本落实，相关工作组正抓
紧把工作进一步做实、做细、做精。

现场，杨昕还特别介绍了本届

双创周的吉祥物“蓉蓉”和“壮壮”。
今年新推出的“蓉蓉”，将与“壮壮”
一起作为本届活动周的吉祥物，“四
川是熊猫的故乡，‘蓉’又是成都的
别称，‘蓉蓉’这个名字由此而来。”

“蓉蓉”的形象是一只佩戴哈雷风镜
的熊猫，有不同颜色、不同造型。哈
雷风镜象征着勇于探索的创客精神
和乐观开放的创客文化，丰富多彩
的颜色元素寓意为创客追逐实现多
彩的创业梦想，传递分享多彩的创
意生活。

150个代表性项目 体现服务高质量发展

新吉
祥物

“蓉蓉”即将亮相 一只戴风镜的熊猫

政策
发布

系列政策措施 将在活动期间发布

突出
互动 改革开放40年

标志性人物

来蓉论道

成都主会场成都主会场实施方案实施方案

除了8大重点活动
还有地方特色活动

9月28日，成都市，2018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开始布置

双创周活动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