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

60岁我还是一个
奔跑的少年

作为92派的代表人物，泰
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创
办的三家企业（嘉德拍卖、宅
急送、泰康保险集团）均已成
为行业翘楚。

在天府论坛上，陈东升表
示，企业想做“百年老店”，一
要有商业理想主义；二要有正
确的价值观；三要坚持主业坚
持专业，要有工匠精神；四要
不断创新。在他看来，中国企
业家40年来，从84派、92派、海
归网络派到现在的所有企业
家，这四波浪潮浩浩荡荡，但
走得长、走得稳，被大家敬佩、
模仿的企业家，在理想主义下
面都有正确的价值观。

陈东升表示，自己是一个
专业的理想主义者，今天泰康
健康、长寿、富足打造三个闭
环，形成大健康产业生态体
系，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点。因
此他称自己“60岁还是一个奔
跑的少年”。“这不是生理学意
义的，而是说你的新商业模式
刚刚开始，还有长远的路子。”

御风资本董事长冯仑

当你需要的时候
都是买房最好的时候

御风资本董事长冯仑在
天府论坛上表示，“实际上活
得久的，干得有劲儿的，蹦得
久奔得远的企业家，最重要的
一个特征是价值观的引导和
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爱。”他解
释称，企业家给企业带来效益
的过程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
个方面是加“0”，即经济效益；
另一个是不断地琢磨“1”，“1”
就是内在驱动力量、企业社会
责任和价值观。企业家要走
远，这两件事情要平衡好。

在论坛上有人向冯仑提
问：“在年初脱口秀节目中，提
到2019年该不该买房子的时
候，你曾说：2019年，如果是捡
的钱就买，如果是挣的钱暂时
就别买房了。如今半年已过，
你还这样认为吗？冯仑幽默地
回答说：“问这个问题就好比
问你已经发育成熟了需不需
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实际
上，当你需要的时候，都是买
房最好的时候。”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综合
成都发布 摄影 陶轲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川再投1100亿
三年新建万达广场20座

在昨日上午召开的2019
川商发展大会上，万达集团董
事长、川商总会名誉会长王健
林透露：6月25日下午，万达集
团与四川续签战略协议，新增
投资金额达1100亿元，四川成
为万达集团在全国投资最多
的省份。

“作为川籍企业家，我为
家乡的发展感到由衷高兴。”
王健林介绍，2015年4月，万达
集团与四川省政府签订了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在过去几年
中，万达集团先后在全省开业
和建设22个万达广场、3个5星
级酒店，落地成都马拉松大满
贯候选赛等国际体育赛事。

据他透露，25日下午，万
达集团又和四川续签战略协
议，重点投资文化、旅游、医
疗、体育等高端服务业项目，
将新建3个文旅项目，新建中
国首个顶级国际医院以及20
个万达广场。“这些项目将在
三年内建成，届时仅万达一家
企业，就将为四川提供超过20
万个服务业就业岗位。”

川商发展大会昨日在蓉举行

成都签下 亿元
6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亲切会见受表彰代表，向他们表示
热烈祝贺，勉励他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更加优
异的成绩。此次全省共有8名公务
员个人、5个公务员集体受表彰。特
警支队“黑豹突击队”大队长李建
华同志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荣誉称号，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亲切接见。李建华是我市唯一
受到表彰的个人。

李建华表示，荣誉组织授予、荣
誉属于集体、荣誉代表使命、荣誉更
是鞭策。对党忠诚是公安特警的政
治要求，责任担当是公安特警的铮
铮誓言，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时值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
居乐业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公安
特警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重
托，努力锻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
群众满意的高素质公安铁军，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科技局昨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近期，成都市财政局牵头会
同市科技局等5部门联合印发《成都
市鼓励科技型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
制度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市科
技局印发《成都市重点研发项目资
助管理办法》《成都市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与资助管理办法》，分别从企业
研发准备金、研发项目、科技创新平
台三个维度，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成都首次出台
研发准备金奖补政策，对重点研发
项目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

成都首次出台研发准备金奖补政策
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

此次印发的《成都市鼓励科技
型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财政奖
补资金管理办法》，重点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和入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目前，
该奖补资金已启动申报。

据成都市科技局发展规划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成都将对首次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按研发投入新增部分的5%给
予最高100万元补助；对非首次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按研发投入新
增部分的3%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
规模以下企业按研发投入新增部分
的5%给予最高50万元补助；对入库
科技型中小企业，按研发投入新增
部分的10%给予最高20万元补助。

全链条支持企业研发创新
重点研发项目最高资助1000万

“《成都市重点研发项目资助管
理办法》从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应用
场景）、产业集群创新、国家项目配套
等方面，对企业研发创新实行全链条
支持，构建我市支撑重点产业技术研
发的项目体系。”上述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已于6月
24日正式对外征集。

创新产品研发项目包括重点新
产品和重大创新产品两类，支持经
费分别为最高20万元和200万元；技
术创新研发项目支持经费最高为20
万元；重大科技应用示范项目支持经
费最高200万元；产业集群协同创新
项目支持额度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建设四类科技创新平台
最高一次性给予300万配套资助

该负责人介绍，《成都市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与资助管理办法》政策
支持的科技创新平台，具体包括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市级产学研联合
实验室、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市
级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四大类。

据了解，成都鼓励科技型中小
企业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共建
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对符合条件的
市级产学研联合实验室一次性给予
30万元资助；对科技基础条件较好
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支持组建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一次性给
予50万元资助。

此外，成都将对符合条件的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一次性给予300万
元配套资助，具体包括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科技
部会同有关国家部委批准建设的其
他国家级创新平台。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为提升国际化医疗服务水平，给
国际人才提供“类海外”就医环境，近
日，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成
都市卫生健康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
行动方案》，预计到2019年底，全市三
级医院达69家以上，具有国际化医疗
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达19家，省级以
上医学重点学（专）科达290个以上，
市级直属医疗机构70%的院前急救
人员获得国际认证急救资质。

根据行动方案，成都将集中优
势资源培育高端学科，对成都市三
级医院与国外知名医疗机构建立的
合作中心（研究院、所）奖励100万

元，专科建设达到国际一流、国内一
流、省内一流标准的分别给予奖励
500万元、200万元、50万元。

成都还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积极开展国际相关认证，每通过一
项高水平国际认证奖励20万~500万
元；鼓励中医服务走出国门，对建成
的重点合作项目奖励5万~20万元；
鼓励成都医疗机构与国际商业保险
医疗接轨，每开通一家国际医疗保
险直付服务并办理实际业务的给予
最高5万元奖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
记者 彭祥萍

做忠诚担当的人民满意公务员
特警支队黑豹突击队大队长李建华载誉而归

李建华，男，汉族，1987年6月9
日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
2009年3月入警，现任成都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对党忠
诚，思想过硬，用实际行动践行入
党入警誓言。李建华自入警以来，
履职尽责，勇于奉献，在一系列重
特大暴力案件中，迎难而上，敢挑
重担，累计参与处置各类配侦抓捕
任务220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460余人。曾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我心中的警察英雄”、“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
个人三等功4次、个人嘉奖15次。

李建华事迹简介

成都首次出台研发准备金奖补政策

重点研发项目
最高补助100万

成都出台国际化医疗机构奖励政策
最高50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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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签约935.88亿元
占签约项目总额28.9%

通过前期对接洽谈，本次川商大
会共签约项目465个。签约总额排名
前五的市（州）分别是：成都市935.88
亿 元 、南 充 市 278.1 亿 元 、宜 宾 市
249.25亿元、德阳市197.1亿元、自贡
市184.87亿元。成都签约总额占全省
签约总额的28.9%。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465个项
目中，一产业项目有41个，投资额
92.4亿元，占总投资额的2.9%；二产
业项目265个，投资额1486.21亿元，
占总投资额的46%；三产业项目159
个，投资额1649.04亿元，占总投资额
的51.1%。

从五大支柱产业分布看，共有项
目192个，投资额1239.25亿元，约占
签约总额的38.4%。包括：电子信息项
目50个，投资金额268亿元，约占签约
总额的8.3%；装备制造项目58个，投
资额395.78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
12.3%；食品饮料项目38个，投资额
194.32亿元，约占签约总额的6%；先
进材料项目27个，投资额110.85亿
元，约占签约总额的3.4%；能源化工
项目19个，投资额270.3亿元，约占签
约总额的8.4%。

从资金性质看，国资项目34个，

投资额437.77亿元，约占13.6%；民资
项目421个，投资额2714.29亿元，约
占84.1%；外资项目10个，投资额
75.59亿元，约占2.3%。

从投资规模看，5亿元以下项目
249 个 ，投 资 额 396.70 亿 元 ，约 占
12.3%；5亿~10亿元项目91个，投资额
519.5亿元，约占16.1%；10亿~30亿元项
目100个，投资金额1298.51亿元，约占
40.2%；30亿~50亿元项目19个，投资额
662.94亿元，约占20.6%；50亿~100亿元
项目6个，投资额350亿元，约占10.8%。

“校园安心付”项目获5000万投资
曾获成都市上百万补贴

昨日下午举行的“2019川商发展
大会投融资会”上，成都智汇安新科
技有限公司与德商跨越资本签约。德
商资本向成都智汇安新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5000万，投后估值5亿。

“这次和德商签约合作的项目是
我们研发的‘校园安心付’。”成都智汇
安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新告诉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校园安心付”
是其公司从2014年起研发的高校财务
应用，通过搭建云平台将校园学籍系
统、教务系统、一卡通系统、财务系统、
支付系统、银行系统等融合在一起。

“过去3年，校园安心付项目获得

了成都市科技局和成都市高新区的
创业补助、融资奖励共两三百万元。
这给了我们不小的帮助。”廖新回忆起
公司创业期间，成都市给予了他们充分
的政策条件和激励，使得产品成功面
世。目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超
过60所在蓉学校选用了他们的产品。

一旁的德商资本副总经理周洪
波补充到，这次之所以选择投资“校
园安心付”，就是看到“校园安心付”
产品取得的战果，同时也看重教育市
场的前景和可持续性。

此外，百国路集团与四川古名天
下旅游有限公司签约，合作产业基金
达到2.35亿元。大会同期还发布了“广
受川商青睐的投资目的地”名单。恒丰
银行成都分行为四川省川商联合促进
会会员带来100亿元的授信，为广大川
商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带来金融支持。

人才回流带来先进产业回流
创新工场密切关注成都新业态

“大家的印象中，成都人对于加
班加点好像不是特别推崇，似乎更在
意享受生活。但是我看到的这两家公
司不是这样。”创新工场总裁陶宁借
来蓉参会两天时间，走访了其公司曾
投资过的成都本地企业成都龙渊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和成都艾尔平方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她说，这两家创新企业拼劲很

足，对自身的产品和创业非常有热
情。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实际都是成都
本地人，他们曾“出川”，又不约而同地
从北京回来成立自己的公司。陶宁认
为，成都近年来推出的人才政策、对房
价的控制等已经吸引尖端人才回流，
随之而来的，是先进产业的回流。

“整个高新区蒸蒸日上的状态，对
我触动很大。”陶宁说，“（这里）几乎进
入了一个感觉是冲刺的状态，年轻人
们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热情。”她表
示，创新工场跟成都市的孵化器、天使
投资机构已经成为很好的合作者。

“成都在技术创新创业上，原来
跟北上广深有一定差距，但现在正迎
头赶上。”陶宁说，“我觉得有一个‘弯
道超车’的机会是人工智能与商业的
结合。”人工智能领域正是创新工场
持续关注的投资方向，其AI2B的子
公司创新奇智今年已经落地成都。创
新工场和创新奇智看好的正是成都
颇具优势的产业基础和人才优势。

“创新工场可以做到单个项目一
次性投入三四千万甚至五六千万元，
下一步很希望能把好的企业推荐给
我们，尤其是技术驱动型的企业。”陶
宁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实习记者 曾那迦 摄影 陶轲

昨日，2019川商发展大会开幕式暨川商发展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1500余
名客商出席。会上举行了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通过前期对接洽谈，本次川商大会共签约项目465个，总额达
3227.65亿元。

围绕四川省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改革领域，四川省还推出对外招商投资项目
2130个，涉及投资总额34544.65亿元。其中，农业项目211个，投资额1358.79亿元；工业项目878个，投资额
12179.14亿元；服务业项目841个，投资额13809.13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200个，投资额7197.59亿元。此外，涉
及“5+1”现代产业项目892个，投资总额13586.26亿元。

紧接01版 习近平在信中说，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友
好的根基在民间，两国人民友好
的未来寄望于青年一代。希望中
日两国青年加强交流互鉴、增进
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

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积
极贡献。希望你更加积极地参与
中日友好事业。

中岛大地在大学时代学习中
文，研究中国文学，曾经多次参加和
中国有关的征文比赛并访问中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未来三年
在川投资超500亿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2019
天府论坛上，新希望集团董事
长刘永好表示，自己的创业初
心，第一是希望生活得更好一
些，能够吃上回锅肉；第二是
展现自己的能力；第三是顺应
时代的发展格局，要走在前
列。现在则是希望能在农业现
代化进程中做出新的贡献，做
成有竞争力的世界企业。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刘永
好透露，新希望集团围绕四川
的现代农业、食品建设、乡村
振兴、城市建设和高端医美等
方面正在积极布局，计划三年
内投资超过500亿元。他表示，
不久前新希望集团决定将全
球控股的总部基地放在天府
新区，同时今年还计划在四川
成都以及各个市州都有投资。

“今天中午跟广安市签订了60
亿投资，要在广安建设一个
300万头猪的产业体系。”

作为川商总会会长，刘永
好表示，将组建全国商会服务
中心，更好地为商会服务、为
经济建设服务。

6月26日上午，2019川商发展大会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