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功能区各有使命

“郫都区始终坚持把协同、融合、
创新的理念贯穿产业功能区建设”，
郫都区委书记杨东升介绍，成都电子
信息产业功能区规划面积121.4平方
公里，其中郫都区78.4平方公里。该产
业功能区建设关键抓“协同”，在产城
融合空间上与高新西区共同开展深度
城市设计，打破园区思维，按照小尺度
产业社区、大尺度“独立成市”的原则，
规划建设科学的交通等公共服务设
施、特色商圈，打造15个产业社区，让
产业人才在尽可能小的半径内实现工
作、生活、消费和交互等基本需求。

成都中国川菜产业功能区，建设
关键抓“融合”。郫都区从产学研、多
业态和城园田三个方面推进产业功
能区的融合发展，不仅利用新兴技术
串联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运营销售
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还整合关联科技
资源，搭建川菜调味品产业研究院、
川菜学院等创新平台。成都科技影视
文创产业功能区以“国家影视科技典
范·现代时尚艺术之窗”为定位，关键
工作抓“创新”。该产业功能区聚集了
凤凰文投、喜马拉雅、完美世界等一
批赋能型企业，签约峨影集团等60个
项目。

134个项目有序推进

深入贯彻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
园区领导小组会精神，郫都区坚持以
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瞄准主导
产业供应链核心、创新链高端精准招
商，培育完善主导产业生态圈。45名
干部到重点企业挂职，六大区属国有
企业全面参与功能区建设，三个功能
区134个项目有序推进，计划总投资
1461亿元，其中产业化项目1056亿
元、基础设施项目405亿元。

“聚焦新型显示产业，我们引进
了上海昕东、深圳泰宇等项目，主攻
核心材料和设备进行国产化研发、生
产。目前，住友化学触控模组实现量
产。”据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郫
都区）工作推进组综合协调部部长景
硕介绍，合资设立的拓米应用技术研
究院，围绕新型显示机能材料等进行
研发生产。另外，功能区内的软通动
力、艾宇光科技等10余家企业纳入华
为供应链体系。

“我们还将建成大数据产业研究
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并与电子科大共
建逆向创新孵化基地，助推14个项目实
现产业化。”景硕表示，电子信息产业功
能区与成都产投集团共建国盾融合创
新中心，目前也已经完成拆迁和土地

报征，本月就将启动地下设施建设。

引入40亿元社会资本

“为保证工期，国庆长假工地不会
停工。”9月24日下午1时许，记者来到位
于德源街道的菁蓉湖项目，虽然刚吃过
午饭不久，但这里已是热火朝天的建设
状态了。整个菁蓉湖已经蓄水完成，455
亩的菁蓉湖公园也已完成主体施工，预
计明年3月竣工。

景硕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透露，为打造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高
品质的商务配套，该项目引进了社会资
本投资40亿元，打造菁蓉湖中央商务
区。“我们引进了喜来登酒店、爱思瑟国
际学校等业态。目前项目都已经开始动
工，作为菁蓉湖中央商务区的一期工
程，预计在2021年上半年完工。”

“目前正在进行湖区周边地貌的
整理和地下停车场、管理用房的建设，
整个项目已完成接近40%。”据郫都区
国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菁蓉湖位于
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中央商务区，紧邻
创客公园和清水河公园，是成都电子信
息产业功能区的重点功能配套工程。

“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底就会完成绿化
景观，初步形成水体景观和绿化效果，
2020年6月前完成水生态治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雷浩然龚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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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22年建成投用

8日集中开工的10个项目，包括
1个岷江尖子山航电项目交通工程，
彭山毛河景观工程等4个基础设施
项目，伍德精华合成香料等4个产业
类项目和1个安置区建设项目，总投
资78.4亿元。

资料显示，尖子山航电项目是
四川省规划的岷江干流航运枢纽之
一，枢纽坝址位于彭山区与东城区
岷江河道交界处的彭山境内，工程
以航运为主，发电为辅，兼顾其他功
能进行综合开发建设。

整个眉山—乐山段规划了六级
电站，从上至下依次为：尖子山、汤
坝、张坎、虎渡溪、汉阳、板桥航电枢
纽，尖子山是第一级，以航运为主，
发电为辅，总投资16.89亿元，预计
2022年建成投用。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眉山至
成都到上海的‘黄金水道’，航电可
通行500吨船舶，满足四川成都平
原众多商品（包括重型物资装备）
通江达海运输需要。促进彭山进一
步融入成都、对接沿海，实现区位
优势和区域价值飞跃式提升。”彭
山区委书记罗万东在致辞中表示，
此外，建成后的尖子山航电将形成
8平方公里的美丽平湖，近2个西湖
那么大，坝顶公路作为彭山区又一
跨岷江通道，将形成两条跨江环
线，连接彭祖山风景区和江口沉银
博物馆。

未来
从成都坐船通江达海

之前夜游锦江项目，让不少人

找到打开成都夜景魅力的新方式。
今后，有没有可能，乘着船沿锦江直
接通江达海？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
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张川表
示，尖子山航电的开建，让成都人从
成都登船直接通江达海的日子，又
近了一步。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网站显示：
2019年8月8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在成都市组织召开《岷江成都至乐
山段航运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
书》审查会，岷江成都至乐山段航
运发展规划环评报告通过审查，对
岷江成都至宜宾段航道提档升级，
充分发挥水运比较优势，促进客货
运畅通，繁荣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
意义，也为后续尖子山等航电枢纽
项目顺利推进夯实了基础。

“目前成都正在进行锦江靓化
工程，下一步可逐渐延伸到黄龙溪，
再到彭山的岷江，其中九眼桥到彭
山是旅游航道，以旅游为主，彭山到
乐山是航运通道，可通行500吨船
舶，以后大件货物将从彭山区上船，
改走水路。”张川说，届时，成都到彭
山的旅游航道通航后，成都市民夜
游锦江后，一路乘船南下，到黄龙溪
听川戏，到彭山看沉银博物馆，到眉
山吃东坡肘子，夜宿青神中岩寺，重
游苏东坡初恋地，拜乐山大佛，直至
通江达海。

更让张川等人期待的是，成都至
眉山整体通航后，自成都而下，岷江
沿岸的工业、农业、旅游资源将注入
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新的商业带将
沿江星罗棋布，犹如繁星点点。届时，
彭山拥江发展，将岷江作为“最长的
街道”，与彭祖山片区相互支撑，建成
集商业、贸易、旅游于一身的水城。

徐莉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记者 蒋麟

三大功能区塑造郫都未来城市新区
455亩菁蓉湖公园预计明年3月竣工

岷江尖子山航电开建
预计2022年建成

成都人坐船通江达海又近一步？

通过对全国 38 个主要城市的
在线招聘数据监测，智联招聘日前
发布了《2019年秋季中国雇主需求
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与《2019 年
秋季成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
报告》，揭示了今年三季度各主要城
市求职市场的活跃度及竞争情况。
记者通过两项《报告》了解到，依照
智联监测的在线求职数据，与去年
同期相比，2019年秋季的求职市场
更为活跃。

国企竞争指数最高

《报告》显示，2019年秋季求职
期全国人才供需竞争指数（竞争指
数=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发布的职
位数量）为39.0。据智联专家解释，
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 39
份简历竞争一个岗位，竞争指数环
比下降6.1，同比提高7.1，与去年同
期相比，2019年秋季的求职市场更
为活跃。

从不同性质企业的竞争指数来
看，国有企业的竞争指数最高，为
60.8；上市公司的竞争指数位列第
二，为48.7；外商独资的竞争指数为
41.5，位列第三。专家表示，其中国
有企业的竞争指数较去年同期提高
了12.7，涨幅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民
营企业竞争指数同比上升6.2，涨幅
最小。经历了一系列就业市场及民
营企业的各种变动，国企的稳定性
重新变为对求职者更有吸引力的就

业因素。

白领平均月薪8206元

根据《报告》，成都地区2019年
秋季求职期的白领人才平均薪酬为
8206元/月。数据显示，从薪酬的分
布情况来看，成都地区白领平均月
薪在4001元至6000元的职位，占职
位总量的 30.6%；平均月薪在 8000
元 以 上 的 职 位 ，占 职 位 总 量 的
34.5%。

什么行业最“壕”呢？“基金/
证券/期货/投资”行业的平均月
薪 最 高 ，为 11176 元/月；其次为

“保险”行业，薪酬水平为10248元/
月；再次是“跨领域经营”行业，平
均月薪为 10048 元。从市场活跃度
来看，成都地区竞争指数 39.8，相
当于平均 40 份简历竞争一个岗
位，在智联监测的 38 个主要城市
中排名第7。

其中，“跨领域经营”行业的竞
争指数最高。所谓“跨领域经营”，就
是多元化经营。例如服装企业跨领
域做快餐，地产企业跨领域做新能
源等。当前，越来越多企业“搞跨
界”，主营业务已不局限在一个领
域。从竞争激烈程度来看，“跨领域
经营”行业目前是成都的白领人才
竞争最激烈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
次之的是“计算机软件”行业，“互联
网/电子商务”行业排在第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白领平均月薪8206元
成都什么行业竞争最激烈？

成都足球实力雄厚
球场分布不均衡、缺口大

今年8月，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
成都足球战绩骄人——在报名参加的7个组
别的比赛中，全部进入体校组前八名，夺得
了3个冠军、2个亚军，在所有参赛城市中排
名第一。

三金、二银的成绩，也见证了成都足球
青训的崛起。据了解，成都足协目前拥有19
支梯队，包括15支男队、4支女队，覆盖了01
年龄段至09年龄段，并配备了专职梯队教练
和足协青训总监；U18、U16、U15、U13等多
支队伍在全国比赛中屡创佳绩。随着成都兴
城足球俱乐部获得2020中甲联赛参赛资格，
也为梯队足球小将们拓宽了上升通道。

成都兴城足球俱乐部于去年3月挂牌
成立，俱乐部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年冲
乙，三年冲甲，五年冲超”的目标。今年9月
28日，中乙联赛预赛阶段结束全部30轮比
赛，成都兴城取得20胜7平3负的战绩，成为
中乙南区第一名，获得2020中甲联赛参赛
资格，提前2年实现冲甲目标。

与此同时，成都兴城足球俱乐部精心
组建各级梯队，坚持体教结合道路，大力参
与成都市的校园足球活动，将其中涌现出
的苗子充实到梯队中，增强球队实力。目
前，俱乐部正积极对接足球小镇项目、绿轴
公园项目、锦城绿道项目等，力争以多元化
产业助力俱乐部可持续发展。

一系列事实都证明了成都足球正在创
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与此同时，成都市民也
有着极大的参与热情。工作日晚上8点，在
电子科大五人制足球场，这里的四块球场
基本都被订满了，“周末和周一要提前一两
天订，周二到周五要提前一周订。”家住科
华路的李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目前成都的五人制足球场地虽然很多，
但很多地方早早就被预订完了。

数据显示，成都全市全口径足球场地共
2131座，按照2018年末常住人口1633万人计
算，人均足球场地数量为1.3座/万人，全市足球
场仍存在地域分布不平衡、缺口较大等问题。

既要数量也要质量
今明两年新增33座足球场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起点城市、中国足
球发展试点城市，成都一直以来有着深厚的
足球底蕴与足球氛围，现有社会足球场410
座。2018年全年，成都市足球协会累计举办
赛事2万余场，超过90%的赛事由各区（市）
县社会球场承接完成。根据《规划》，今明两
年，成都将在高新区、锦江区、天府新区、简
阳市、彭州市等地新增33座足球场。

为了满足场地的可实施性以及便于市
民使用，成都的社会足球场地类型包括五人
制、七人制（八人制）、十一人制足球场，优先
在距离居住人群较近、覆盖人口较多、交通
便捷的位置进行布局。

来看看今明两年新增的33座足球场有
哪些？在高新区，位于神仙树南路10号的高
新网球中心，将设置6座五人制足球场；在吉
龙路的高新体育中心，将设置7座五人制足
球场、1座十一人制足球场。

在锦江区棣棠路，将设置五人制足球场
3座、七人制（八人制）足球场4座、十一人制
足球场2座。同样是在锦江区，在位于茶花街
的绿轴公园，将设置七人制（八人制）足球场
2座、十一人制足球场3座。

在位于天府新区武汉路西段的正兴体
育公园，将设置五人制足球场1座、七人制
（八人制）足球场1座。在简阳市东来印象文
体中心足球场，将设置十一人制足球场1座。
在彭州市隆丰镇文化体育中心，将设置七人
制（八人制）足球场1座。

成都还要推进社会足球场从量变到质
变的转换，《规划》明确了社会足球场的场地
建设标准。其中，五人制足球场比赛区域（划
线区）不小于25×15米，七人制足球场比赛
区域（划线区）不小于45×45米，十一人制足
球场为标准足球场，比赛区域（划线区）不小
于90×45米。比赛区域内采用人工草坪或天
然草坪覆盖，满足安全缓冲和竞赛工作需
要，并在比赛区域外设置缓冲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周霖

●高新区：
13座五人制足球场，1

座十一人制足球场
●锦江区：

3座五人制足球场、6座
七人制（八人制）足球场、5
座十一人制足球场
●天府新区：

1座五人制足球场、1座
七人制（八人制）足球场
●简阳市：

1座十一人制足球场

新
增
的
足
球
场

有
哪
些
？

……

今明两年
成都将新增33座足球场

晚上下班后，想和朋友约一场足球，不
仅要驱车几公里寻找场地，甚至需要排队
等上几小时……足球场地少、分布不均衡，
成为了成都市民心中的急难愁盼。

10月8日上午，成都市政府第59次常
务会议召开，议题之一是审议《成都市社会
足球场地近期建设规划（送审稿）》（以下简
称“《规划》”）。《规划》提出，今明两年，成都
将在高新区、锦江区、天府新区、简阳市、彭
州市等地新增33座足球场。

还在为足球场地少、分布不均衡发愁？

2017年7月，成都市产业发
展大会上，成都提出规划统筹布
局建设66个主导产业明确、专业
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的产业
功能区。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功
能区作为成都规划打造首破万
亿级的主导产业排在第一位。

郫都区作为电子信息产业
功能区主阵地，正按照“独立成
市”理念，秉承“一个产业功能区
就是若干城市社区”的发展思
路，聚焦“一芯一屏”和新经济，
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
子信息产业集群示范高地。

尖子山航电是岷江中游航电综合开发中的
第一级，以航运为主，发电为辅，可通行五百吨船
舶。建成后的岷江尖子山航电项目水域面积有8
平方公里，近2个西湖那么大。

10月8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举行岷江尖
子山航电项目暨2019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其中两年后竣工的尖子山航电备受关
注，这意味着，成都人坐船直接通江达海的日子，
又近了一步。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郫都区供图

尖子山航电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