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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低至2毛钱
自选时间自动断电

据了解，玉林北路及附近的
社区基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
建起来的老社区，各院坝里都设
置有露天的自行车、电瓶车棚。在
整改安装“扫码充电”装置前，这
一片存在着社区车棚电线私拉乱
接、电动自行车充电难、电动车乱
停放带来的消防隐患等问题。

记者随刘杰来到玉林四巷中
的良玉阁院坝，院子里有两排露
天车棚，车棚横梁上整齐地安装
着一个个充电插座。旁边是“扫码
充电”的二维码、教程和注意事
项。

刘杰告诉记者，用户通过微
信扫码使用“扫码充电”装置，在
微信小程序里可直接选择充电时
间并付款，到时间后电源就会自
动断电。“一般4至6小时可充满，
费用每小时低到2毛钱。”

“这项改造都遵循社区居民
自愿的原则，有一些院落因为经
济等因素考量，就没有加入整改。
但事实上经过我们的计算，使用

‘扫码充电’有时甚至比私拉乱接
还要经济实惠。”刘杰说。

“原先院坝里车棚那种私拉
乱接把电线搞得像蜘蛛网一样，
既不美观又不安全。”刘玉兰家住
玉林横街22号，她说，院子里的车
棚整改以后看着清爽了很多，最
重要的是消除了火灾隐患。

截至目前，
发现各类隐患613处，
已消除153处

刘杰告诉记者，为了优化社
区居民的用电环境，国家电网成
都供电公司在该党员服务队创新
试点，由党员服务队党支部与供
电服务区域内的多个社区党支部
签订《党建共建协议》，在社区成
立挂牌建立国家电网连心桥服务
站，融入社区治理工作，更好地解
决社区群众各类用电问题。

除了改造社区车棚充电装
置，国家电网成都供电公司高新
连心桥党员服务队还为社区老
旧院落进行了线路、楼道灯和开
关检修改造，协助社区做好电力
优质服务、电力知识宣传、居民
用电纠纷调解、修枝砍树等服务
内容。

据了解，自3月份成都市全
面启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
坚行动”以来，国家电网成都供
电公司以全市4351个社区为基
础，重点针对私搭乱接、易燃易
爆物等9类53项隐患开展电力
行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截至
目前，发现各类隐患613处，已
消除153处，剩余隐患已安排计
划逐步消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
习记者 曾那迦

近年来，都江堰市全力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工作，加大电子商务与实体
经济的融合，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提
升城市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已形成

“政府主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大众
创业”的农村电商发展格局。据统计，都
江堰市2018年网络零售额达51.19亿元，
同比增长33.6%，排四川省第三名。

通过搭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
台，引入电子商务学院，开展电子商
务技能培训外，都江堰市还编制印发

《都江堰市电子商务十三五规划》和
《都江堰市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三
五规划》，举办都江堰·康定爱心帮扶

电商节等活动，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
产销对接。同时，利用互联网+产业融
合，以“都江堰旅游目的地营销平台”
为旅游行业平台典范，打造都江堰一
站式旅游服务综合性平台，牵手腾讯
推出都江堰门户旅游小程序《一部手
机游都江堰》，融入展台展示、亲商沙
龙、各类推介会等载体，充分发挥农
村电商优势，将都江堰市猕猴桃等地
方特色产品先后出口荷兰、尼泊尔、
泰国等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都江堰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企业信
息化服务。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入驻

企业675家，并已向70余家企业提供了
网络服务。“目前，都江堰市正在加快
制订示范县工作方案，下一步将紧紧
抓住国家、省市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发
展的有利时机，加快培育壮大都江堰
市电商产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都江堰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
人说，他们还将加强电子商务信息统
计和数据采集，深化统计分析与数据
利用。并且，创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
道，充分发挥电子商务流量效应。“我
们的目标是实实在在推动都江堰市乡
村振兴、农民增收。”他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搭建电商平台，让
农产品的销路广了，销
量涨了，农民最担心的
滞销难题得到破解，城
市居民也尝到了地道的
都江堰猕猴桃、老腊肉、
川芎等，提升了都江堰
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据统计，都江堰市
2018年网络零售额达
51.19亿元，同比增长
33.6%，排四川省第三
名。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
印发通报，对2018年落
实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持续扩大
内需、推进高水平开放、
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
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
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4
个省（区、市）、80个市
（州）、120个县（市、区、
旗）等予以督查激励，相
应采取30项奖励支持措
施。在第11项“推进农产
品流通现代化、积极发
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
成效明显的地方”中，都
江堰市榜上有名。

2019年商务部、财
政部将对获奖地方在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中优先支持，并给予专
项资金扶持。

淘宝皇冠店店主罗祥去年租下了
都江堰市石羊镇朱家湾林盘的一处小
青瓦建筑，并把这里打造成了一个小
型的都江堰特色产品展示馆。对于一
个网络订单量超过1万的流量店主来
说，开设线下展示馆不仅是一次营销
创新，也是一个返乡创业大学生对于
家乡的一份责任与担当。这座叫墨湾
雅舍的建筑，就是罗祥网店的线下展
示馆，占地140平方米，不仅展出了川
芎、青城茶叶等都江堰特色农副产品，

还陈列着记载花蕊夫人、青城县的各
类图文典籍。“我准备让消费者更加
直观地看到我们产品的可追溯流程，
看到我们的川芎从种植到除草、养护、
施肥以及最后收获，还有我们的打包
过程，对这些环节进行直播。”罗祥说。

有流量保障，有品质保证，都江
堰特色农产品很快在罗祥的网店里
热卖。2018年，罗祥网店的销售额第
一次突破了120万元。随着石羊镇朱
家湾林盘被成都市列入首批100个

川西林盘修复项目，当地的乡村旅
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罗
祥果断选择在朱家湾林盘打造实体
展示馆，让这里成为他网店2.0升级
版的重要营销阵地。朱家湾林盘修复
项目正深入推进，建成了绿道、完善了
基础配套，越来越多的村民对于发展
乡村旅游跃跃欲试。罗祥希望自己的
尝试能够给乡邻们带来不一样的启
发。“现在就是有人来，农户也有想法，
但是经验不够。”

昨日，成都海关发布了今年前4个月
的四川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为1966.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同）
增长24.3%，远高于同期全国4.3%的整体
进出口增幅。4月当月，四川货物贸易进
出口512.3亿元，增长23.5%。其中出口
280亿元，增长18%；进口232.3亿元，增长
30.9%。

梳理今年前4个月四川外贸进出口
的特点，加工贸易增速加快分外亮眼。
前4个月，四川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1186.4亿元，增长26%，较今年一季度
25.1%的增速有所加快，占同期四川进
出口总值的（下同）60.3%，比重较去年
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一般贸易方式
进出口538.6亿元，增长20.2%，占27.4%。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贸更加频繁，更多
的“四川造”借助“一带一路”走出国门。
前4个月，四川对东盟进出口380.4亿元，
增长23.1%，占19.3%；对欧盟进出口
362.7亿元，增长47.2%，占18.4%，比重提
升2.9个百分点；对日本进出口133.8亿
元，增长2.3%，占6.8%；对我国台湾省进
出口130.3亿元，增长63.6%。数据显示，1
月—4月，四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进出口523.8亿元，增长12%，占
26.6%，其中出口426.5亿元、增长27.7%，
进口97.3亿元、下降27.1%；与新加坡、俄
罗斯、阿联酋、捷克、沙特阿拉伯、埃及、
乌克兰等实现快速增长。

从全省来看，成都实现进出口值
1686.7亿元，增长21.5%，占85.8%，仍保
持“领头羊”地位。与此同时，川南、川东
部分市州增速大幅领先全省平均水平，
区域发展更趋均衡。成都高新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1247.8亿元，在全国综保区中
排名第一，增长27.7%，占比高达63.4%。
其中出口667.4亿元，增长30.5%；进口
580.4亿元，增长24.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2018年网络零售额列全省第三
农产品借电商“飞出”都江堰

今年前4月四川外贸“成绩单”：

进出口总值超1966亿
成都高新综保区
进出口值全国第一

还在私拉乱接？
车棚“扫码充电”
1小时只要2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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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重磅红包来了：最高1亿
到2020年储备各类大数据人才6000名，

带动聚集大数据相关从业人员6万名以上；到2022

年末，培育10000名各类大数据人才并带动聚

集大数据相关从业人员10万名以上。

《成都市引进培育大数据人才实施办法》出炉

大数据人才请查收

5月14日，《成都市
引进培育大数据人才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正式出炉。《办法》
提出，按照顶尖人才、领
军人才、中高级专业人
才三个层次，成都将推
进、统筹实施大数据人
才“十百千”计划，即每
年力争引进10名国内外
顶尖大数据人才、评选
认定100名大数据领军
人才、培养1000名大数
据中高级专业人才。

据悉，成都市提出，
到2020年储备各类大
数据人才6000名，带动
聚集大数据相关从业人
员6万名以上；到2022
年末，培育10000名各
类大数据人才并带动聚
集大数据相关从业人员
10万名以上。

同时，成都还将通
过鼓励各类培训机构扩
大招生、提高质量，鼓励
各类人员参加大数据专
业培训等配套措施，力
争至2022年末，把成都
建成国内一流、中西部
领先的大数据人才高
地，为打造“西部数都”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

什么是大数据十人顶尖人才？记者获
悉，这主要是指符合成都政策的A类（国际
顶尖人才）、B类（国家级领军人才）和C类
（地方高级人才）标准，并入选“蓉漂计划”
的大数据领域人才（团队）。

《办法》提出，对引进的大数据顶尖人
才和团队给予诸多支持政策。一方面，享受

成都现有相关政策，给予60万元至500万元
资助；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国际顶尖大数
据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给予最高1亿
元的综合资助；发放“蓉城人才绿卡”，享受
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园入学、医
疗、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相应
政策保障。

大数据百人领军人才主要是指成都市
大数据企事业单位的创始人、核心管理团
队成员或技术负责人，具备突出的管理能
力或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其带领的机构或
团队能够有力促进成都大数据产业发展，
对行业具有显著的引领示范效应。

大数据百人领军人才评选认定工作每
年开展一次。申报人工作关系在成都市，并
与成都市认定的大数据企事业单位签订3
年以上劳动合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
申报成都市大数据领军人才：申报人所在
单位具有较好的经营业绩、成长性及创新
能力，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000
万元，或者上一次融资后估值不低于1亿元
人民币；所在单位注册满两年以上，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产品具有行业特色及创新性

商业模式，近两年成长性明显，主营业务收
入增长30%以上；税后年薪50万元以上；入
选国家人才计划或省部级人才计划；申报
人是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的前三名完成
人，或国家科技奖励二等奖及以上奖励前
五名完成人。

对大数据领军人才，成都有系列支持
政策，包括对当选者每人给予10万元奖励；
支持参选国家级、省级各类重大人才计划、
工程，支持申报“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等市级人才项目；对满足条件的优先
发放“蓉城人才绿卡”，分层分类提供住房、
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园入学、医疗、出入
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相应政策支
持；对领军人才进行大力宣传，帮助提升个
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

大数据千人中高级专业人才
主要是指从事大数据分析、架构
设计、数据治理、软硬件产品设计
与研发、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平
台、协议和算法研究、可视化、标
准研制、数据安全等专业和领域
的创新潜能人才。

对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专业人
才，由成都市新经济委和市人社
局纳入成都大数据千人中高级专
业人才管理服务。

哪些条件算千人中高级专
业人才？记者获悉，这些条件
只需要满足一个即可，包括经
成 都 市 认 定 的 国 内 外 大 数 据
专 业 培 训 机 构 培 训 后 达 到 一

定标准，并与在蓉用人单位签
订 2 年 以 上 劳 动（服 务）合 同
的；参加全国或国际性大数据
赛事取得优异成绩，并与在蓉
用 人 单 位 签 订 3 年 以 上 劳 动
（服务）合同的。

对符合第一款的大数据中高
级专业人才，给予培训费用三分
之一的补贴，最高1万元；对符合
第二款的大数据中高级专业人
才，同等享受成都市紧缺专业技
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待遇，3年内
给予每人最高3000元/月的安家
补贴；对取得大数据有关职业资
格证书并符合条件的全额报销考
试费用。

此外，成都还出台系列配套
措施。

成都鼓励驻蓉高校围绕成都
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
和专业设置，给予最高2000万元
补贴。鼓励在蓉企业与高校、高职
学院、技工院校合作开展大数据
人才培养，给予最高500万元补
贴。鼓励在蓉企业与高校、高职学
院、技工院校合作建设大数据实
训（实习）基地，给予最高100万元
补贴。

《办法提出》支持在蓉大数据
专业培训机构做大做强，对每年
培养大数据中高级专业人才200
人以上的大数据专业培训机构，
按培（实）训项目成本费用的50%
给予最高80万元的补贴。

对国内外知名大数据公司首
次来蓉设立的授权培训基地给予
最高200万元的开办补贴。

《办法》提出，鼓励企业通过
猎头公司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在人社部门取得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引进大数据人才。其引进
的人才被认定为大数据十人顶尖
人才或大数据百人领军人才且符
合我市企业引才补贴政策规定
的，按其引才成本的50%给予企
业最高10万元补贴。

成都市同时建立动态退出机
制。对弄虚作假、违反学术道德规
范等行为的入选者，将收回补贴
或奖励，取消相应称号。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开设线下展示馆 返乡大学生打造网店升级版

加强电子商务信息统计 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都江堰·康定爱心帮扶电商节活动现场

大数据顶尖人才和团队：
给予60万元至500万元资助，发放“蓉城人才绿卡”

大数据领军人才当选者：
给予每人10万元奖励，优先发放“蓉城人才绿卡”

大数据千人中高级专业人才符合相应条件者：
3年内每人最高3000元/月安家补贴

出台系列配套措施
设立授权培训基地最高补200万

“这个‘扫码充电’方便
得很，我这个老年人都会
用。”玉林北路社区志愿者刘
玉兰婆婆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像这边的院
坝，如果不整改电瓶车棚，那
个线就乱得很。”

5月14日，国家电网成
都供电公司高新连心桥党员
服务队队长刘杰和同事来到
玉林北路社区开展党建共建
活动。据他介绍，玉林北路、
东路社区7个院落的电瓶车
充电安全隐患点位全部整改
完毕，用上了安全、便捷的
“扫码充电”，消除了因私拉
乱接带来的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