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聚人

意味着什么？

解码一季度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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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除了送餐还能送什么？在
成都市武侯区，饿了么以及盒马鲜生的
骑手就组建了志愿服务者队伍。除了送
餐外，还将一本包含社区安全、防灾避
险、避免诈骗、用电用气安全的“安全手
册”一起精准地送到市民或商家手中，
增强他们的社区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

4月28日，武侯区政法委、武侯区社
治委、共青团武侯区委联合阿里本地生
活服务公司、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公益，
启动了成都市武侯区“平安社区工程百
日攻坚行动”志愿服务活动暨阿里巴巴
公益3小时成都饿了么志愿服务队建队
仪式。50名外卖骑手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将把10000册《成都市平安社区工程
百日攻坚行动资料汇编》手册送到武侯
区307个住宅小区的居民手中。

“这些宣传册我们将在为客人进
行送餐服务的时候，精准发放到他们
手中，增强他们的社区安全防范意识
和能力。”饿了么快递员王斌领了册
子，就骑着摩托车做“任务”去了。

“外卖骑手对成都市大街小巷很了
解，并且本身就从事服务行业，开展志
愿服务有先天优势。”阿里本地生活服
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志愿者骑
手包含饿了么和盒马鲜生的配送骑
手，共50人，形成长效机制后，还将有
更多人参与到成都市的志愿行动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成都工业开局5年来首次高于预期

一季度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5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0%。这意味着成都这座“网红”城市，“巴适”的标签多了硬核含
义。是什么支撑了今年不错的开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即日起
不定期推出评论，解码一季度经济数据，从数据中寻找答案。 外卖小哥

送来一份“安全手册”！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特特 // 别别 // 报报 // 道道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助人为乐提名奖

退休军医
坚持8年志愿服务

杨晓清，第五届成都市助人为乐
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之一，一名退
休军医。2011年至今，她在水井坊街道
参加志愿服务工作，她所在的“一个观
众的剧场”志愿者服务队，每周都会去
一户社区孤寡、空巢、独居、失独、残疾
老人的家中，为他们表演、为他们唱
歌，陪他们聊天。

杨晓清爱好唱歌跳舞与戏剧，她
参与到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是
2011年爱有戏入驻水井坊项目点后。
通过其中的温暖剧团项目，她顺利成
为了温暖剧团的一名团员。

杨晓清和她的团队每周都会去一
户社区孤寡、空巢、独居、失独、残疾老
人的家中，为他们表演、为他们唱歌，
陪他们聊天。2012年春节，社区里一位
因意外事故造成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有了轻生的念头。杨晓清了解这个事
情后，第二天上午便赶到了老人家中，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陪着老人聊天，开
导她，终于让老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退休教师
资助困难学子

退休前，她曾资助过9名困难学
生，帮助过24名无业青年和37名在校
学生；退休后，她又和老伴数十年如一
日地关爱着一群退休教师。她就是退
休教师杨雪莲，第五届成都市助人为
乐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之一。

1997年，杨雪莲和老伴康文仲退
休后搬到教师楼居住。不久后他们又
找到了“新工作”：不计报酬地承担大
邑县退休教师协会的工作。从此，杨雪
莲与困难学子结下不解之缘，留守儿
童都称她为爱心妈妈。

2010年，杨雪莲得知，斜源小学学
生黄孝婕的母亲去世了，父亲在她8岁
那年也去世了，家中只有爷爷、奶奶和
姐姐，她立即组织教师楼退休教师为
黄孝婕捐衣、捐物。之后，杨雪莲夫妇
又开始资助安仁镇学校学生任易。

从2010年起，他们每月会从退休
金里拿出200元钱，用于资助困难学生
和慰问教师楼生病的退休教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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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淮州新城——
叠溪瀑布一倾而下

杨溪河湿地公园美景初现

新 闻 链 接
投资7.35亿

川大与武侯区签约 共建新经济技术转化中心

4月23日，成都亮出一季度经济“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
3550.1亿，增长8.0%，顺利实现“开门红”。

其中工业的表现备受关注——成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3%。高于全国、全省，开局增速即高于年度预期目标，这是5
年来首次；工业用电量数据一季度同比增长5.9%……

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从这
些工业数据中，我们能读出哪些经济发展信号？

人才公寓建设
如火如荼；成都（金
堂）通用航空机场
附近的临时跑道
上，意大利“火神”
通航飞机跃入眼
帘，这是驼峰通航
正在开展的飞行员
培训；杨溪河湿地
公园内，叠溪瀑布
倾泻而下，苍翠挺
拔的行道树、错落
有致的景观平台就
在步道两侧……

以淮州新城为
核心建设成都东北
部区域中心城市，
打造引领区域发展
的新兴增长极。淮
州新城按照“精筑
城、广聚人、强功
能、兴产业”发展目
标，依靠大山大水
好资源，打造一座
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的“人产城”融合的
现代东部新城。

人才公寓23栋住宅楼已封顶

沿着沱江右岸滨江路及沿江景观
的中段，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
了正在施工建设中的人才公寓。成都兴
金产业投资集团现场代表李勇介绍道：

“人才公寓23栋住宅楼，已全部封顶，
目前已进入装饰阶段。”这个项目计划
总投资约12亿元，其中住宅面积为12

万余平方米，商业配套面积为5.7万余
平方米，建设人才公寓共计815套，总共
5个户型，考虑到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
项目内配套建设了人才交流中心、商业
街区、文体中心等。该项目位于淮州新城
城市核心区，“项目同步启动实施了滨河
景观、周边路网、淮州湾大桥等工程。”淮

州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人才公寓不远处，是正在建设中

的淮州湾大桥。它总投资约2.96亿元，
全长1902米，建成后作为淮州新城首
座大跨度钢拱箱梁结构桥，将成为核
心区横跨沱江的一座标志性桥梁。它
的设计建设充分体现了“一桥一景”的
城市建设理念，突显出了淮州新城的
崭“新”面貌。“预计2020年5月项目全
线竣工并投入使用。”李勇补充道。

沿着沱江驱车10多分钟，记者来
到建设中的成都（金堂）通用航空机场。
据淮州新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机场地基
处理及土石方工程已完成，待土石方工
程沉降观测合格后，预计 9 月实施建
设，计划12月机场全面建成。在机场临
时跑道上，记者看到了几架意大利“火
神”通航飞机。据介绍，这是驼峰通航正
在开展的飞行员培训。“我们正加快推

进以通航会展中心、通航主题公园为代
表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产业综合
体、通航机务区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供给
建设，以通航商务中心、通航公寓为代
表的城市功能配套建设。”淮州新城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精筑城、广聚人、强功能、兴
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围绕节能环
保、通用航空、应急装备三大主导主

业，淮州新城聚集了以川锅锅炉、康力
电梯为代表的节能装备（设备）制造，
以环能德美、美富特膜为代表的水污
染治理设备制造，以四川先河、云白环
境、格林兰特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防治
设备制造，还有以长虹格润、中节能为
代表的固废处理、降噪减震装备制造
等节能环保企业。“2018年，103户节能
环保企业完成产值121.6亿元，同比增
长 28.5%；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04.7 亿
元。”淮州新城相关负责人说。

沱江沿岸，风光无限。一
幅大美城市公园画卷正在展
开。杨溪河湿地公园项目方
负责人罗懿介绍，整个公园
年底就可对市民开放。杨溪
河公园沿着沱江右岸修建，
总占地 1300 亩，其中水域面
积450亩，总投资5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一踏进公园大门，就被倾泻
而下的叠溪瀑布吸引，沿着湿
地往里走，苍翠挺拔的行道
树、错落有致的景观平台分布
在步道两侧。如果说杨溪河湿
地公园像一块翡翠，那环湖湿
地生态景观带便是缠绕在这
块“翡翠”上的“丝带”。

“淮州新城沱江轴线城
市，规划沿江串联9个市民公
园和城市广场，向龙泉山和
城市腹地延伸，构建城市生
态网络。”淮州新城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淮州新城规划
沿沱江轴线集结城市综合服
务功能和高端居住业态，将
整体形成北部副中心、新城
主中心、南部副中心3大功能
板块。此外，规划对近山邻水
区域的建筑高度、体量和组
合模式进行适度控制，构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整
体空间形态。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吴华宇 图据淮州
新城管委会

强产业 通航机场没建完已有“人气”

精筑城

整体空间形态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下行压力”是近年来的经济热
词。比如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就曾提醒，经济下
行压力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从需求
面来考虑。

在余淼杰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各经济体开始缓慢复苏，但
主要工业国家及新兴工业国家的经
济增速并未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由于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抬头、全球化放缓，中国的制造业出
口部门受到很明显的负面影响。

简言之，制造业的“疲态”还未褪
去。这也是“振兴实体经济”一再被提
及的因由。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超预期提
升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实体经济突
破疲态、信心提振的重要表现。8.3%的
增速，横向比高于全国6.5%，在全国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5；纵向比，则
较去年同期提升0.1个百分点。

信号从什么时候开始？3月是重
要节点。一季度，37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31个行业增长，增长面较1-2月提
高18.9个百分点。

“突破”口在哪里？龙头企业和重

大项目是关键。在资本界，“头部企
业”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之一，就是
带动力，不仅仅是企业本身，还有上
下产业链甚至全行业的示范性。在成
都，这些企业被称作“龙头企业”，一
季度，龙头企业支撑有力，成都30户
工业龙头企业产值增长8.8%。

重大项目投资是成都一季度另
一个亮点，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增
长15.2%，457个亿元以上重大工业和
信息化项目，已完成年投资计划的
28%，47个项目开工建设，23个项目
竣工投产。

有意思的是，这些重大项目中，不
少项目是“扩容”——比如不久前，新华
三集团分别与成都高新区、简阳市签
约，将在高新区成立新华三半导体技术
有限公司，投资运营芯片设计开发基
地，与简阳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
作。新华三是成都的“老朋友”，近年
来持续投资成都，已设立了新华三成
都研究院。新华三属于紫光旗下，紫
光也是近年来不断“加码”成都，比如
刚刚新开工的天府新区紫光芯城项
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成都乃至全省
在存储芯片细分领域的竞争实力。

先行性指数，是同样值得关
注的指标。一季度，成都工业透
露出“产销回暖”信号。3月全市制
造业PMI（采购经理指数）达到
51.5%，是近5个月来首次运行在
景气线上；问卷调查中，有9成规
上工业企业预判二季度经营较好
或持平。

51.5%的PMI意味着什么？作
为国际通用的监测宏观经济走势

的先行性指数之一，PMI涵盖企业
采购、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具
有较强的预测、预警作用，PMI通
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
PMI高于50%时，反映经济总体扩
张；低于50%，则反映经济总体收
缩。成都51.5%的PMI，显示制造业
扩张提速，经济稳中有升。

更重要的是，数据意味着民
营经济信心提振。在成都的经济

结构中，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成都
地区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一季
度成都民间投资同比增长3.1%、
实现扭负为正。民营经济活力迸
发，一季度新增民营企业约3.9万
户；全市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3000家，3500余家入库科
技型中小企业。

另一个信号，是工业企业积
极生产——成都一季度同比增长
5.9%的工业用电量数据是最直接
的体现。春节大假后的第一周，成
都规上工业企业的节后复产率、
员工返岗率双双超过90%。

速度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
质量上升。一季度，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为26.5%。工业
增长最快的行业里，最显著的身
影是“新产品”，比如工业机器人、
城市轨道车辆、太阳能电池产量，
分别增长4.6倍、1.7倍和94.3%。

每一个数据都值得剖析。比
如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6倍背
后，不仅仅是成都智能制造加速
发展，也意味着城市制造业整体

转型升级，工业机器人正是崛起
的细分行业。

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大力
支持国产机器人的发展，另一方
面，定制化已经深入制造领域的
方方面面，工业机器人能够为自
动化、智能化，缓解制造业一线工
人缺口。

可以说，抓住“新产品”，就是
抓住未来。成都经济质量的升级，
在于产业体系。成都谋划“5+5+1”
现代产业体系，工业方面，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先进材
料、绿色食品是五大重点产业。针
对各产业难点、痛点和各阶段需
求，成都分别制定促进五大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一季度，五
大重点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合计
增长8.5%，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
绿色食品产业增速达26%。

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还体现
在取舍。成都通过优化调整66个
产业功能区，推动产业功能区错
位协同发展，让产业功能区的产业
定位更精准、空间边界更聚焦，对
城市主导产业的承载功能更清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年来首次超预期
是实体经济突破疲态、信心提振的重要表现

先行性指数向好
制造业扩张提速，经济稳中有升

“新产品”凸显发展质量
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6倍

4月28日，四川大学与武侯区
举行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共建面
向新经济的技术交叉与转化中
心。该中心临近成都市磨子桥，总
投资约7.35亿元，建成后面积将
达78400平方米。

依托这一项目，合作双方将
聚焦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和绿色

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在人工智能、
网络技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方
面，入驻四川大学科研及相关转
化团队，开展多学科交叉、具有产
业化应用前景的项目研究及转
化。产出的科技成果优先转化给
武侯区企业或优先在武侯区落地
转移转化。

“面向新经济的技术交叉与
转化中心”项目是“环川大知识
城”建设的八大重点项目之一，该
项目的签约标志着四川大学与武
侯区在项目合作模式和建设方式
上取得突破，为“环川大知识城”
建设增设了新的动力引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杨溪河湿地公园

紧接01版 会议安排部署了5月
份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好
公园城市品牌效应，推动理论成果转
化为政策实践和城市价值，办好公园
城市试验区，加快重大项目设计和建
设；要坚定不移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
济工作，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带着
任务“走出去”，推进资源整合共享；要
持续深入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更好服务企业
市民，提升中央各项政策在蓉落地落
实的时度效；要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持
续抓好安全隐患整改，以“三张清单”
推进突出问题化解，分行业开展重点
领域、重点区域集中整治；要做好防汛
防灾工作和“五一”小长假安全稳定和
旅游市场监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