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戈萍 美编 帅健宏 刘静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4
2019年5月10日
星期五

《实施意见》提出，成都将打
造智能终端产业聚集区，包括打
造特色智能可穿戴设备创新研
发高地。重点发展智慧医疗、智
慧运动、智能手表/手环、智慧健
康、智慧交互、智慧监管等消费
类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发、设
计、制造和品牌推广。

高端软件方面，打造世界软
件名城。成都要打造国内首个工
业控制软件基地、国内第一方阵
网络视听基地，大力发展网络视
频、数字音乐、游戏动漫、数字广
告、虚拟/增强现实、数字博物
馆、互联网演播、电子竞技等消
费场景。

《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国际
人工智能新地标。围绕数据整

合、算力提升和行业融合，推进
数据资源集聚与开发，加速超算
人才聚集与产业创新，培育人工
智能应用生态，打造国际人工智
能新地标。

此外，还要打造安全高效新
一代信息网络产业集群、全国一
流的5G产业创新名城。发挥成都
在超高清视频、智慧医疗、智能
驾驶、无人机、工业互联网等领
域的技术研发优势，推动5G与垂
直行业深度融合。搭建5G测试、
认证专业实验室，发挥5G产业研
究院等协同创新平台的纽带作
用，支持5G射频前端产品、小微
基站、智能终端和软件研发，构
建融合创新的5G产业生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5月8日，海关总署发布2019年
第81号《关于公布进境粮食指定监
管场地名单的公告》，公布了符合
设置要求的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
地名单，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
定监管场地位列其中，这意味着成
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
地正式通过验收。以前从俄罗斯进
口粮食要在新疆阿拉山口报关、清
关，现在有了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
食指定监管场地后，可以直接通过
中欧班列（成都）进口粮食运输到
成都国际铁路港。

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具备封关运营的条件和功能

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定监
管场地于2016年筹备申报建设。据
成都国际铁路港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
地位于成都铁路口岸南侧，占地面
积达11540平方米，总投资5200万
元，设计堆存量4330吨，年设计粮食
处理能力达30万吨。目前主要建设
有粮食专用筒仓、塔楼、进境粮食集
装箱专用堆存区、查验平台、下脚料

堆存间、海关现场办公区及口岸实
验室等，人员资质、实验室检测能
力、正面吊、集装箱转运车等基础设
施配套齐全，完全具备封关运营的
条件和功能，并于2018年10月26日
通过了成都海关预验收。

填补成都无法直接开展
进口粮油业务空白

成都对玉米、小麦、大豆等粮
食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和广阔的
消费空间。此次成都铁路场站进境
粮食指定监管场地顺利通过验收，
将填补成都作为内陆城市无法直
接开展进口粮油业务的空白，改变
传统的贸易发展格局，进一步保障
粮食安全，支持成都落实国家扩大
内需、调整结构的战略部署，夯实
了成都对外开放承载能力。

“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定
监管场地正式通过验收，将进一步
提升成都国际铁路港的枢纽能级，
我们完全有信心把进境粮食指定
监管场地运营好。”青白江区委主
要负责人表示，以前从俄罗斯进口
粮食要在新疆阿拉山口报关、清

关，现在有了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
食指定监管场地后，可以直接通过
中欧班列（成都）进口粮食运输到
成都国际铁路港。以打造西部地区
最大的粮食物流加工产业园区为
目标，早在2016年便规划了占地6
平方公里的现代粮食物流加工产
业园，目前益海嘉里、中储粮、北大
荒、九三油脂等一批重大粮食加工
项目已建成投运，年进口粮食加工
需求达100万吨以上。其中，益海嘉
里对中亚、俄罗斯方向的年进口粮
食需求达40万吨，将计划依托中欧
班列（成都）首次打通俄罗斯小麦
进口渠道。

成都铁路场站进境粮食指定监
管场地的正式验收，对于进一步发
挥“蓉欧+”国际贸易大通道优势，更
好地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具有
积极作用。封关运营后，成都国际铁
路港将加快推进口岸园区建设，充
分利用中欧班列（成都）所带动的国
内外资源，延伸产业链，扩大功能辐
射作用，降低进口粮食物流成本，打
造立体开放新态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图据青白江区委宣传部

场景一：
如何“优雅”地逛博物馆？

成都博物馆内，讲解员不光要
完成日常讲解任务，还将作为“友善
优雅推广大使”，与市民游客交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讲
解员一边介绍展品，一边穿插着对
文明观展的温和提醒。“历史和文明
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传承保护古
老文明的同时，也有义务传递新时
代的文明。友善优雅就是新时代的
文明。”讲解员钟璐璐说，并不是所
有展品都处于玻璃罩的保护下，希
望大家“一视同仁”，不要触碰。她还
提到许多人不知道的一条博物馆礼
仪——不能使用闪光灯拍照，因为
古代的漆器、字画、纺织品、彩陶等，
在强光下易褪色。最后，引导员们还
邀请市民和游客在展厅出口处写下
心中对“优雅逛展”的看法。

场景二：
绿道踏青注意“脚下文明”

在桂溪生态公园的绿道上，多

了一面“友善优雅留言墙”。附近，
志愿者正在向来此散步晨练的市
民宣传如何以“友善优雅”的方式
踏青，包括文明遛宠、规范停车、不
乱扔垃圾等。记者看到，不到两小
时，留言墙就已写满了市民留言。

“友善优雅踏青，就是自己享受环
境的同时，也能照顾别人的感受，
比如遛狗的最好用绳牵引好，宠物
粪便能自己用纸清理。”市民卢家
祥在留言墙上这样写道。他表示，
天府绿道是老年人步行就能到达
的“公园”，希望来此健身休闲的市
民共同爱惜这样的资源。

场景三：
网红火锅店倡导文明就餐

记者在网红火锅店“小龙翻大
江”店内看到，服务员会向食客发放

“文明排队享美食，饮酒有节不喧
闹”“成都美食吃多少？一个宗旨：光
盘最好”等创意标语，并邀请其拍照
发朋友圈。店经理范晓龙告诉记者，
店里统一对服务员进行了培训，要
求服务时的用语更注重“友善优

雅”，服务顾客时做到“轻拿轻放、礼
貌询问、劝阻浪费”。“如果火锅店能
作为四方游客感受天府文化的第一
站，那是相当光荣的一件事。”

场景四：
地铁族在拥挤中学习“友善”

成都地铁10号线机场航站楼
站，刚下飞机或即将踏上旅途的市
民收获了一份美丽的伴手礼——
一束系着“友善优雅”标签的定制向
日葵。地铁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

“先下后上，身心舒畅”；“打喷嚏，捂
口鼻，地下也有清风徐徐”等地铁乘
坐礼仪。该站工作人员范云凤告诉
记者，近年随着地铁文明礼仪的普
及，乱扔垃圾、逃票、插队等不文明
行为已大大减少。但由于高峰期地
铁拥挤，乘客心情烦躁，难免有忽视
其他乘客感受的言行。得知《成都市
民友善优雅行为导则》编制完成后
将在地铁免费发放，范云凤认为，在
地铁内读这本《导则》是个不错的选
择，比“耍手机”好，能帮助市民更好
地理解其他乘客的感受。

来到成都，哪些是
你必不可少的打卡地？
一顿酣畅淋漓的火锅，
一次巴蜀文博探索，还
是与无处不在的熊猫元
素合影，在天府绿道感
受公园城市之美？为践
行四大行动，近日，《成
都市民友善优雅行为导
则》征集推广活动走向
街头——在《导则》正式
编写完成前，博物馆讲
解员、网红火锅店服务
员、文明志愿者、地铁工
作人员成了首批“推广
大使”，在各大生活场景
亲身演绎“友善优雅”的
服务标准，倾听成都市
民以及外地游客对公共
文明行为的需求。

而感受成都“友善
优雅”的第一站，当属这
些网红热门地标。

成都首个万亿级产业如何高质量发展？
划重点：六大领域 攻坚18项重点

俄罗斯小麦将直通成都
成都国际铁路港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通过验收

填补成都无法直接开展进口粮油业务空白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市经信局获悉，成
都首个万亿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关于促进电子信
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已
经出炉，《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力争培育2家千亿级企业、2
家500亿级企业、10家百亿级企业；到2022年，将成都打
造成为全球电子信息高端研发制造基地和世界软件名城。

《实施意见》以创新引领为
核心，围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智能终端、高端软件、人工智能、
信息网络六大领域，攻坚18项重
点任务，打造“芯-屏-端-软-
智-网”为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电子信息产
业生态圈。

《实施意见》提出，集成电路
打造中国“芯”高地，重点提升集
成电路设计能力，积极打造化合
物半导体产业链。

具体来看，一方面，要跻身
国内集成电路设计第一方阵。重
点突破5G射频微波、通用CPU、
北斗导航、人工智能、显示驱动、
功率半导体、信息安全、IP核、第
三代半导体等领域高端芯片设
计能力。

同时，还要打造国内领先的
化合物半导体产业链。研发量产

5G中高频芯片、器件，超前布局
太赫兹芯片。加快第二、三代半
导体材料生产项目建设。

新型显示方面，要打造全产
业链的“屏”基地。重点发展显示
面板、无屏显示和掩膜版，促进
偏光片、液晶/有机发光材料等
企业到蓉发展，打造全球知名、
国内一流、特色显著的新型显示
基地。

成都提出，建成行业领先的
无屏显示总部基地。围绕“总
部+基地”的产业创新模式，建
设全国第一条无屏显示生产线。
成都还要构建全国一流的掩膜
版制造基地。专注于研发和生产
高世代、高精度的TFT-LCD掩
膜和新型掩膜，实现国内高世代
掩膜版30%的供货量，形成全球
代数最高和全国产能最大、产线
最多的掩膜版制造基地。

六大领域，攻坚18项重点
打造“芯-屏-端-软-智-网”生态圈

瞄准国内首个工业控制软件基地
打造国际人工智能新地标

友善优雅地逛博物馆友善优雅地逛博物馆、、吃火锅吃火锅、、游绿道游绿道

成都市民有了“文明新共识”
《成都市民友善优雅行为导则》预计6月成稿

自2018年以来，成都市全面发
起“核心价值引领”、“天府文化润
城”、“先进典型示范”、“市民友善
优雅”四大行动，作为四大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市民友善优
雅行为导则》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编
写，以提升市民公共文明意识，接
轨国际礼节。

“把您的友善集结成册，用您
的美好影响他人”，这是《导则》的

征集语。据悉，《导则》于今年3月1
日启动全市征集，一个月就收到近
500条市民投稿，涉及公交地铁行
为习惯、商业场所礼仪习惯、交通
出行行为习惯、公共场所宠物问
题、公共场所禁烟、残障人士出行
建议、“玩手机”的礼仪等。这些建
议都已作为重要的市民意见，交由
来自成都市社科院的专家编写组。

同时，由服务从业人员组成的

“友善优雅推广大使”在各自工作
场所获得的真实观察和回馈，也将
作为市民友善优雅的具体场景参
考，注入这本小册子。

据悉，《导则》预计于6月成稿，
让我们期待：一本真正具有可操作
性的“口袋工具书”，一本真正体现
新时代需求的生活美学导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摄影报道

《成都市民友善优雅行为导则》预计6月成稿

“回到成都”
诺奖得主带来最新研究

因为发现一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费
里德·穆拉德获得1998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
奖，这一发现也促成新药“伟哥”的发明。

对费里德·穆拉德来说，此次是“回到成
都”，“一两年前我来过成都，这是非常棒的一
座城市。”两年前，他签约成都市郫都区，将担
任菁蓉国际天然药物研究中心项目顾问导师。

昨日，他带来自己关于细胞通性的毕生研
究。“人体内不同细胞会发出不同信号，不同信
号对应不同受体，这些细胞在传递过程中和激
素、其他配体发送信号，在主体和受体之间进
行生物信号传播，就像我们发送电子邮件一
样。”费里德·穆拉德介绍，一氧化氮会产生各
种作用，包括激素、神经毒素，最后合成硝酸
盐、亚硝酸盐、过渡性金属亚硝酸基，最终参与
肌体生化作用，产生复杂的肌体细胞反应和作
用，比如氧化硝基和过氧化硝基等等。“一氧化
氮与这些细胞、物质的作用，会在机体内传递
一种生物信号，并对机体功能进行调节，接下
来会产生一种氧化硝基，这种元素的毒性非常
高。针对不同的信号来使用不同的药物，以治
愈疾病。”费里德·穆拉德谈及趋势，针对不同
信号通道来研发药物。

谈中国吸引力
市场大、成本低、样本多

“我昨天去参观了华西医院，印象很深刻。这
里有很好的设备，还有非常有经验的医生。”费里
德·穆拉德说。他还再次来到生物城，“这里入驻
的企业超过了我的想象，发展速度非常快。”

“四川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很好
的教育资源。而国际上任何有名的科研区都需
要跟当地的学校合作，因此我认为四川在这方
面具备发展生物医药的能力。”在费里德·穆拉
德看来，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是比较快速，但
四川、成都的生活质量则更高，科学家团队或
公司来到这里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

“成都的地域和人才质量，在未来可能会带给
成都生物医药产业飞速、蓬勃的发展。”

谈及中国投资吸引力，他认为原因主要有
三点：一是市场的规模大。中国的人口世界第
一，这是个生物医药行业的大市场。二是研发
成本更低。在中国做研发的成本比海外便宜近
一半，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做研究。三是病种多。
中国有很多病类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病种数
量很大，基数大，样本多，这也使研发的药更具
针对性。因此，从商业角度来看，海外公司会愿
意到中国来。

如何搭建可持续生态？
需要科研、人才、资金、市场、
文化等要素

2017 年，原加拿大国家药物研发中心
（CDRD）总裁、加拿大生命科学产业领域的领
导者卡瑞玛·沙巴，将全球药物商业化中心
（GDCC）带入中国，并将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作为海外拓展的第一站。现场，作为GDCC首
席执行官，卡瑞玛·沙巴谈及创新生态。

如何搭建可持续生态？卡瑞玛·沙巴提到
了诸多要素，包括科研、人才、资金、市场、文化
等，“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创新文化，创
新成果就无法转化为动力，也没有办法实现规
模化产生。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来鼓励
创新工作。”

记者获悉，目前GDCC为中国生物医药界
引入了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以色列理工
学院等全球一流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涵盖新型
抗生素、基因药物、放射性同位素、肿瘤免疫治
疗、膀胱癌靶向药、无瓣膜心脏分流器、植入式
智能芯片等多个产品。这些产品在海外已经获
得了资本方的投资，部分已经同国际一流药
企、器械制造商等展开了合作。截至目前已落
地6个项目，今年内还将落地4~5个项目。

卡瑞玛·沙巴尤其看好成都机遇。“我们为
什么会选择来到天府之国，因为这里有这些要
素，有接受能力，有非常好的创新环境、创新文
化和人才。创新需要全球性努力，GDCC承诺
会带更多的伟大科学家和企业来成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图由全球药物商业化中心（GDCC）提供

生物医药最新趋势是什么？

诺奖得主成都作答：
一氧化氮为新药研发
提供“信号”

生物医药最新趋势是什么？从科研成果到
医药产品最关键的是什么？5月9日，2019第
二届天府国际生物医药商业化高端对话会在
成都召开。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等专家学者汇聚成都，畅
谈生物医药行业趋势。现场，医药界诺奖得主
费里德·穆拉德分享最新研究，在他看来，一氧
化氮为新药研发提供“信号”，已经成为生物学
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进境粮食指定口岸

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费里德·穆拉德

地铁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乘坐礼仪

成都市博物馆讲解员作为友善优
雅推广大使，请市民文明观展

桂溪生态公园的绿道上，多了一面“友善优雅留言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