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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东部如何崛起未来东部如何崛起
国内专家聚蓉献智国内专家聚蓉献智

东部新城
“划重点”

●制造和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机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节点，
已经变成了动力源

●为什么要把文旅产业或者体育产业放进来，因为有机场，
交通便利，所以叫流量经济

●如果一千年后机器人不把现在的人类消灭了，那个时候
人类还是要吃东西，所以绿色食品工业永远是朝阳产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市发改委获悉，《东部新城重点产
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
录》）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预计将于
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炉。

“从去年9月就开始调研，准
备。”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指导目录》包含了总体思路、基

本原则、区域功能性基础、区域总
体定位、产业目录五大板块，区域
总体定位方面，涉及天府国际空港
新城、简州新城、淮州新城、简阳城
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战略定
位、主导产业、空间边界和产业项
目准入标准。产业目录方面，涉及
航天装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装备、会展经济等具体产
业，预计今年上半年正式出炉。

上述负责人介绍，《指导目录》
已经经过本地专家评审，此轮评
审，专家主要来自全国产业、文
化、经济、航空等领域，包括中国
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曹
允春、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储祥银、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
鸣、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
任屈贤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
任刘涛、中央财经大学文化PPP研
究中心副主任王敏等，旨在获得
不同视野的指导意见。

从“战略图”变成“路线图”，从“规划图”变
成“施工图”，东部新城整体成势正一点一点变
为现实。人气如何聚，产业如何兴？一部重点产
业指导目录，是“理想城市”崛起的杠杆。23日
上午，东部新城重点产业目录评审研讨会在成
都举行，6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成
都，为东部新城产业布局和规划提出意见和建
议，涉及产业、文化、经济、航空等多领域。

在刘涛看来，《指导目录》内容全面，前期工
作很扎实，但还要更多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对未来产生的影响，“我们单位正在做
研究，把新一轮科技革命细分为三个主要的板
块：一个是信息技术，还有一个是交通技术，第
三个是能源技术。这三个领域以信息技术为核
心，越来越体现出更多相互融合发展的态势，特
别表现在制造和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刘涛表示，成都在西部地区，在推进“一带
一路”倡议实现向西开放特别是向南开放的过
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做‘一
带一路’研究过程中发现，向南这条线，是全球
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成都发展提到了向
西向南开放，并把向南开放作为一个新的增长
点和契机，我觉得非常好。”

“看了《指导目录》以后我觉得很欣慰。”
在曹允春看来，在四川塑造东部新城，未来
发展当中将起到引领作用。

“这个目录前期编制花了很大的心血，
各个方面考虑得很周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重点产业目录。”曹允春说，机场是区域经济
发展的引擎，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节点，已
经变成了动力源了，从城市机场变成了一个
经济枢纽的概念，“天府国际机场，就是东部
新城的重大交通设施，应该成为四川和成都
在新发展时期的一个动力源，应该去放大天
府国际机场核心枢纽功能，而不仅仅把它当
做一个交通设施看待。”

“成都即将成为中国第三个拥有双机场
的城市，未来双机场的运营后，围绕两个机
场的定位，在临空经济和临空产业上要有一
个更好的分工协作。”在采访中，曹允春提出
具体建议，天府国际机场即将成为一个重要
枢纽，想成为枢纽就必须具备枢纽的要素。
天府新机场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枢纽
的建设，包含了有更好的航空公司、航空维
修、航空金融、航空培训等。

“把会展经济纳入到东部新城整个
规划进程中，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情。”在储祥银看来，《指导目录》提出要
在东部新城发展会展经济，要在两个地
方发展三个方面的会展经济，非常精准
地提出了这三个方面的设想，非常好，

“就是怎么样通过会展来打造这么一个
平台，来服务产业，这个设想非常好。”

储祥银说，从实践来看，会展是城市
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和载体，包括西部
博览城也发挥了带动作用，在东部新城
规划建设中应当把会展作为城市竞争的
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谋划。

“东部新城为什么要把文旅产业或者
体育产业作为很重要的板块放进来，因为
有机场，交通便利，所以叫流量经济。”王
敏说，成都作为世界级的文化旅游名城，
文化很好，熊猫和川剧变脸，是世界人民
都知道的文化现象，天府文化在东部新城
产业发展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王敏在了解东部新城产业规划后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致力于打造文化IP的
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的
发展核心是文化的发展，产业的聚集表
面上看起来有差异性，实际上是城市文
化所决定的，“龙泉山这个区域要做体育
融合的概念一定要有差异化，主题乐园

引入是非常高明的切入点，因为现在中
国很多地方都在引入世界顶级的主题乐
园，为什么要这么做？比如说上海迪士
尼，政府花了很大的资金投入，上海现在
变成了一个世界旅游目的地，但是西部
还没有世界顶级的主题乐园，就是使中
国文化为魂，西方或者世界顶级的主题
乐园为皮的主题乐园的引入，能够带来
这个地方重要的转化和产业的发展。”

在王敏看来，很多国家都通过主题
乐园来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同时产业
价值、土地价值也都可以得到发展。用天
府文化来做主题乐园，通过主题乐园了
解天府文化是一个非常准确、良好的切
入点。另外，围绕主题乐园可以衍生出很
多产业，影视、游戏、动漫，依托高校资源
有一个很好的衔接和转化，“现在90后、
00后成为了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把老的
传统文化用现代方式进行解读是很重要
的。用网络文学、网络剧等新的表达方式
对文化进行解构，这样才能让年轻人更
喜欢天府文化，主题乐园一定是以天府
文化为魂，以现代化的表达方式所架构
出来的，这才是讲好天府文化的重要手
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成都谋划东部新区的建设，我认为
是一个非常好的重大举措，提出的建设
总体考虑思路很有创意，也富有前瞻
性。”屈贤明表示，先进制造业板块中，航
空装备、航天装备、新能源汽车、节能环
保装备都顺应了经济趋势，“同时我希
望，把绿色食品工业在先进制造业里面
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予以体现。它是传
统产业吗？不是。如果一千年后机器人不
把现在的人类消灭了，那个时候人类还
是要吃东西，穿衣服，所以它永远是朝阳
产业，对于这样一个产业，在四川这么一
个人口大省，应该要更加重视，同时它还
能更多地解决就业的问题。”

东部新城重点产业指导目录将出炉

省考，你报名了吗？
21日起，2019上半年四川省各

大系统各市州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
的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今年的省考
拉开序幕。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了解到，四川全省共有16个市
（州），以及省直、全省司法行政机关
和监狱系统、戒毒系统、司法警察训
练总队共招录2401人，加上全省考
试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552名，此次
共计招录2953人。受机构改革等原
因影响，备受考生关注的成都并未
发布招考公告。此外，乐山、资阳、德
阳、攀枝花地区也无招考。截至目
前，报名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天。记者
昨日从四川省人社厅官网所公布的
数据中了解到，截至昨日上午10点，
省考已经成功报名缴费的人数共计
10069人。

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4日上午
10点，尚有340个职位尚未有人成功
报名缴费。其中，“2019年四川省省
级机关、司法机关、市州公招公务员
考试职位”共计发布1107个职位，有
254个职位无人成功报名缴费；

“2019年从优秀村干部、优秀工人农
民和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考试录用
乡镇机关公务员考试职位”的职位
数共计178个，有86个职位尚且无人
成功报名缴费。

平均每个岗位
不足5人报名

此次省考共计招录2953人。
数据显示，截至24日上午10点，

“2019年四川省省级机关、司法机
关、市州公招公务员考试职位”缴费
人数共计9695人；“2019年从优秀村
干部、优秀工人农民和服务基层项
目人员中考试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
考试职位”的缴费人数共计374人。
由于四川省公务员报名时间为2019
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7日上午8：
00，截至24日刚好时间过半，目前平
均每个岗位尚不足5人完成缴费。

四川华图公务员考试研究专家
张玲告诉记者，主要受机构改革原
因影响，今年四川省公招招录人数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一半，许多备受
考生关注的市州如成都等没有发布
招考计划，而且有进行招考的市州，
其招录的职位也是有很大一部分集
中在乡镇机关政府所招录的职位。
乡镇招录职位占比达到65.7%。这也
一定程度会影响考生的报考积极
性。

竞争最激烈职位
来自金堂监狱

记者对已公布的缴费数据进行
了统计，发现截至24日上午10点，报
名人数最多的职位已有151人报名
缴费，是眉山市仁寿县的从事乡镇
综合管理工作的“综合管理”一职。
不过，该职位招录人数为5人。

而记者统计发现，竞争最大的
职位是监狱系统当中金堂监狱的狱
部科室的“罪犯教育管理（二）”。这
一职位仅招1人，目前报名人数为76
人，截至24日上午10点竞争最激烈。
这一职位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等工
作”，条件较为宽松，不限专业、不限
性别，没有备注要求，且应届生、在
职人员都可报考，仅要求学历在本
科及以上。

报考时间表
●报名时间：2019年3月21日至

3月27日上午8:00
●确认缴费：2019年3月29日上

午8:00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确认缴
费

●打印准考证：2019年4月16日
至4月19日登录四川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栏打
印本人准考证

●笔试时间：2019年4月20日
（星期六）

●成绩查询：2019年5月下旬在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

“人事考试”专栏上公布笔试成绩
●面试时间：暂定为6月21日至

6月24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省考报名四天
尚有340个职位

无人报名

新华社法国尼斯 3月 24日
电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法
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开
始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12 时许，习近
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尼斯机场。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摩纳哥政

府首脑、国务大臣泰尔，摩纳哥对
外关系与合作大臣托内利热情迎
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到机场
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沿红地毯
前行，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行注
目礼。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法国大使兼驻摩纳哥

大使翟隽也到机场迎接。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意大利的

国事访问后前往摩纳哥的。在结
束摩纳哥之行后，习近平还将在
尼斯开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法国尼斯 前往摩纳哥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储祥银：

打造会展平台服务
产业，非常好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 屈贤明：

要体现绿色食品工业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PPP研究中心副
主任 王敏：

用现代解读传统
打造文化主题乐园

■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曹允春：

机场不仅是交通设施
更是动力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
长 汪鸣：

内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

在汪鸣看来，内陆经济时代正在到来，成都
正展现出内陆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种趋势下，
成都制定《指导目录》，很有意义，“虽然其他城
市也做产业目录，但成都在一个城市的新区域
率先做，并且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做，我觉
得这就是新工作，很有必要做实做好。”

汪鸣提出自己的建议，“区别于过去的各类
指导目录，特别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这
三个层面上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以它不
是一个简单的目录，有很强的前瞻性、引导性，
我把它叫做预期性、引导性，这个预期是对于投
资者而言，有一个好的预期，知道在成都投了以
后会是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和发展结果。”

在汪鸣看来，每个产业的发展环境不尽相
同，比如对人力、物流等要求不同，从产业表述
层面上，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应该为实体+技术+
金融+人力资源，“要通过这种表述，很清晰地将
具有差异化的内容特征表达出来，这样，目录本
身也就为将引入企业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
案，也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发展预期。”

汪鸣说，成都 GDP 已超过 1.5 万亿，有可
能率先进入高质量的规模扩张阶段，顺应新一
轮中国现代化的机遇，抓住其带动内陆地区发
展千载难逢的机会，“人均 GDP 一旦突破 1.2
万美元，必然在整个国家内陆地区产业空间重
构中，处于关键引领地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
业研究室主任 刘涛：

向西向南开放是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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