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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知识产权成果进场交易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考察团点赞：

世警会，
成都一定会办得很好

设立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最高给1000万元年度奖励
支持企业吸纳知识产权成果 最高补助100万元
7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成
都市科技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成都
市科技局、成都市金融监管局、成都市市场监
管局联合印发了《成都市关于鼓励知识产权
成果进场交易的若干措施》
（下文简称《措
施》
），鼓励知识产权成果在成都知识产权交
易中心等技术交易市场，通过挂牌交易、拍卖
等方式确定价格，完成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
资等交易，推动知识产权成果“变现”。
这是四川省首次出台专项政策支持知识
产权成果进入技术交易市场交易。该政策共
十条，采用申报制的方式，有效期三年，每年6
月由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金融监管局、成都
市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通知，组织开展申报
工作。

《措施》提出，
支持搭建知识产权
成果交易平台。
鼓励知识产权成果交
易平台运用金融科技技术提升服务效
率，
对成都市批准设立的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
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
元经费补贴，
并按照年度实际完成交
易及融资总额的1%给予平台奖励，
年
度奖励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为促进知识产权成果进场交

易，
《措施》提出支持企业进场交易
吸纳知识产权成果。强化企业成果
转移转化主体地位，对进场交易吸
纳知识产权成果的企业，择优按交
易额和转化投入额的10%，给予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同时，成都鼓励中介机构为知
识产权成果进场交易提供服务。”成
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成

都市2018年3月31日后新获批的国
家级、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分别
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20万元的
资助。建立支持技术转移机构发展
的长效机制，每年对技术转移机构
在开展知识产权成果进场交易的服
务、业绩、效果及交易额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价，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30
万元的年度资助。

7月8日-9日，泰国皇家警察总署
191特警队副指挥官吴贤文带队，到成
都进行世警会前期考察，具体对泰国
运动员参赛期间的比赛场地、入住酒
店、赛事设施等进行考察。
其中，温江区、双流区、高新区等
地酒店都在考察之列。
在海滨酒店，
考
察团一行先后对酒店客房、会议室、餐
厅以及配套设施等进行实地查看，切
身感受酒店接待能力和各项服务水
平。
经过实地查看了解后，
考察团对酒
店环境和服务表示满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此次
泰国皇家警察总署考察团处了解到，
本届世警会泰国参与的警察以及陪同
人员共190多人，目前已经报名的项目
有乒乓球、羽毛球、拳击、英式橄榄球、
高尔夫、5人制足球、自行车、网球等。
“我感觉成都一定会办得很好，
因
为现在我了解到（已经有）69个国家和
地区报名、8000多位警察和消防员参
赛。
”泰方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开放式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台 最高资助200万元
《措施》还鼓励知识产权中介服
务机构整合全球资源来蓉进场交
易。对提供项目在成都市市政府认
定的成果交易平台实现交易的中介
服务机构，按照不高于交易额的3%
给予补贴，单个项目最高补贴金额
不超过50万元，单个中介服务机构

每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300万元。
“此次《措施》还明确提出强化
知识产权成果成交后中试熟化。”成
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
将引导高校院所、投资机构及企业
共建实验室、小试中试车间、共享生
产线等开放式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平

台，提供从实验研究、中试熟化到生
产过程所需的仪器设备等资源，开
展研发设计、成果推广、技术标准等
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服务平台，按其
总投入的30%，给予最高不超过200
万元的资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为城市 大运会口号、会徽、吉祥物

加分

收获28万余次总点赞

2021成都大运会口号、会徽、吉祥物评选网络点赞活动收官

点赞数最高的会徽，
“飞
翔的太阳神鸟”

中国美术家协会平面艺术委员会委员、
四川平面设计家协会会长陈小林

点赞数最高的吉祥物，
“蓉宝”
今年3月，中国成都正式
赢得2021年第31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举办权，
届时将迎来世界17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万余名体育界人
士和国际体育组织官员等，
共同见证这一全球瞩目的体
育盛典。为了尽快让世界各
国人民理解成都城市文化、
最快了解城市特征，为办好
大运会，为大运活动增光添
彩，获得举办权的次月，成都
即面向全球征集第31届大运
会的口号、会徽、吉祥物设计
方案。
超过7000条口号、近两
千幅会徽作品、近千幅吉祥
物的投稿显示了世界对此次
运动会的热情。经过征集、初
评和终评等环节，最终有12
条口号、2幅会徽和2幅吉祥
物入围。7月9日至11日，筹
委会还专门面向全社会发起
点赞、命名活动，三天里吸引
近50万人次参与，总点赞数
达到28万余次，其中点赞数
最高的口号为“成就每一个
梦想”，票数为23787，会徽
为“飞翔的太阳神鸟”，票数
为42389，吉祥物为“蓉宝”，
票数为28261。

构建视觉符号系统 为城市形象加分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口号、
会徽
金分割的螺旋形成花环形象的会
和吉祥物？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
徽，
“颇受奥委会的喜欢”。而在吉
可以从此前相似的活动中寻找答
祥物的选择上，德国则采用了一
案。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案例，是
条狗形象，这被视作“非常讨巧”
1972年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 的设计。何见平称，由于欧洲人喜
评审老师何见平的观点是， 欢小动物，当他们发现奥运会的
从历史纵向看，对当时的德国而
吉祥物正是自己家养宠物的时
言，借助奥运会这个绝佳的机会
候，巧妙提高了群众对奥运会的
扭转了国家形象。德国首先采用
接受度。
了南部慕尼黑特别著名的花环形
或许，德国的成功正与这些
象来构成奥运五环，同时通过黄 “不算起眼”、
“ 容易被忽略”的元

素有关。而这些元素在运动会上
却随处可见，展示着城市形象，增
强城市吸引力。
成都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
要素。2021年成都大运会筹备工
作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
成都此次面向全球征集口号、会
徽和吉祥物，在先期就起到扩大
影响力的作用。之所以如此重视
评选，是因为包括会徽、吉祥物在
内的形象景观，不仅是成都大运

会的核心视觉符号，也是备受关
注的文化符号。
“它可以被视作构筑整体视觉
系统的基石，
奠定了大运会视觉风
格的基调，
反映着第31届成都大运
会的愿景和使命。”该工作人员说
道。正因如此，这也被视作向世界
展示中国，展示成都的文化传统、
城市形象和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载
体之一，
未来三年将在成都城市形
象塑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什么样的口号、会徽和吉祥物会得到青睐
参加此次评选的中国美术家
协会平面艺术委员会委员、四川
平面设计家协会会长陈小林认
为，至少进入终评的作品，均具备
一个核心的要素：契合成都大运
会所想传达的大运会运动精神；
绿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办赛宗
旨；以及四川成都的地域特色，还
可以体现国际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的青春与活力。
例如，候选口号“成就每一个
梦想”就因简洁明了颇受欢迎，体
现了大运会让每个人都参与进
来，成就每一个人梦想的期许。其
推荐理由提到，该口号“彰显成都
海纳百川、乐观包容的城市气质，

凝聚人心，助力优质资源在成都
集聚。”创作者表示，灵感正来源
于成都这两个字：
“成都，都成，成
都的成，
就是成就意思”
。
候选口号“为梦想为未来”也
颇受欢迎。其推荐理由还特别提
到，该口号“以表达大运会‘将未
来汇聚在成都’的潜在理念，体现
出对城市未来发展的期许。”其创
作者表示，大运会是梦想的汇集，
是年轻人的聚会，口号正是要体
现出年轻人、运动员勇往直前的
朝气、为理想拼搏的不懈的激情。
此次入选的会徽和吉祥物，
则
包含了更多且直接的成都元素。
候
选会徽“飞翔的太阳神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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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透露，该作品将大运会的“U”
形符号转变为一只盘旋天际的神
鸟凤凰，
将国际大体联的永久标志
与成都元素完美结合，
体现了中华
文化和天府文化的包容性。
而候选
吉祥物
“嘟嘟”
的形象，
由成都两个
重要元素——熊猫与变脸巧妙融
合，活力四射的运动姿态，积极昂
扬的情绪正好可以体现成都优雅
时尚、
乐观包容的天府文化城市精
神，作为画龙点睛一笔的变脸，则
可以寓意为成都乃至中国将通过
大运会，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全世
界面前。
但这仅仅是开始。陈小林透
露，由于选出来的作品，未必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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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使用标准，因此“之
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如
何在成都的环境里去使用和延
展，不仅要和成都的城市文化相
匹配，也要和成都的建筑、道路、
场馆等做整体宏观的规划，才可
以开始后期的延展。
吉祥物不应该是单一的，包
括吉祥物衍生物的设计，以及会
徽坐标化、标准化的形成，陈小林
说：
“这些都是能够被广泛推广的
必要条件，最终要让口号、会徽和
吉祥物实现的功能，是从各国嘉
宾踏入成都开始，就能感受到成
都的城市活力与大运精神。”
（成都2021年大运会筹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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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与邛崃市签约
深化共建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

7月11日，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与
邛崃市政府就进一步深化合作展开座
谈，
并于当天共同签署了《关于继续深
化共建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
能区框架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双方
继续深化互利合作。
在原“天府新区天
邛产业合作园”
基础上，
继续深化合作
共建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
区，
从规划同图、产业同链、交通同网、
政策同享、招商一体和产城融合发展
等方面实现进一步深度合作，共同打
造“南拓”
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协同创新
发展的聚集区和示范区，争取早日形
成千亿级产业园。
双方把承接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
作为推进区域合作的突破口，强化功
能定位，
聚焦错位协同，
发挥各自比较
优势，
进一步建立产业合作机制，
探索
“总部+基地”
“ 研发+生产”产业协作
新模式，定位天府新区与天府新区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功能区的关系，天府
新区致力打造公园城市、发展新经济，
着力提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能级，不断增强
总部经济、会展博览、科技创新、文创
旅游、新兴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核心功
能，
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按照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高效配置全球资
源”
的发展导向，
以打造成都未来城市
新中心——天府中央商务区为战略引
擎，
全面推进天府中央商务区、成都科
学城、天府文创城主体功能区建设。
聚
焦产业发展，
天府新区将按照“二次创
业”
新征程要求，
积极支持和鼓励新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做
大做强，积极向功能区输送孵化转化
成果。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柯娟

瞄准智能机械
四川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签了这份协议

昨日，
“2019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四川）交流推介暨两岸智能机械产业
对接会”
在成都锦江宾馆举行。
活动由
国台办经济局、商务部台港澳司、国家
发改委港澳台办、工信部港澳台办主
办，四川省台办、商务厅、省发改委和
省经信厅承办。
会上还签订了《共同推
进两岸智能机械产业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四川海峡两岸产业合
作区、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台湾机
械工业同业公会三方将围绕加强产
业合作、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市场推
广、增进交流交往等内容，支持台商
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两岸
产业深度对接，并在产业集聚发展、
创新平台建设、合作水平提升等方面
实现新突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自2017年12月27日国务院台办、国
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在四川设立全
国第二个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以来，
成都产业园、德阳产业园、眉山产业园
已引进台资项目近40个，投资总额超
100亿元人民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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