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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创意园
到年底将共腾挪出载体空间680亩

武侯区因辖区内武侯祠而得
名，武侯祠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
国遗迹博物馆，每年吸引全球大量
的三国迷来这里打卡。

今年，成都市进一步优化产业
功能区布局，完成产业功能区优化
调整，主导发展创意设计、文博旅
游、影视旅游等文创产业。

“我们建设三国创意园，就是
要依托功能区内厚重的三国文化
资源禀赋，突出三国文化展示地、
特色文创承载地的定位，通过打造
三国文化中心、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大力发展创意设计、文博旅游、
影视旅游等文创产业，建设具有全
球美誉度的三国文化消费目的
地。”武侯区委主要负责人说。以

“锦里坊”建设为牵引，统筹武侯
祠、锦里等重要节点，规划建设三
国蜀汉城项目，打造世界知名的三
国文化旅游景区。目前，已开展三
国蜀汉城项目规划研究及拆迁改
造方案编制。同时，举办了“武侯祠

三国季”等主题活动，打造《英雄三
国》主题剧，着力提升功能区辨识
度和影响力。挖掘川藏路沿线“丝
路文化”底蕴内涵，串联武侯祠、锦
里等三国文化节点和红牌楼、太平
园等丝路文化节点，承载文博旅
游、高端商务、特色商贸等功能，打
造川藏丝路“多彩文商轴”。

目前，三国创意园内的红牌
楼、太平园等区域还存在不少形态
老旧、业态低端的商业市场。近些
年，武侯区已完成13个项目的调迁
改造，腾挪出载体空间近500亩。到
今年底，还将完成2个项目的调迁
改造，可腾出土地180余亩，积极为
主导产业发展、重大项目进入提供
充足空间。

力争到2025年
医疗医美产业集聚度超过55%

放眼中西部，成都武侯区是医
疗健康资源最为密集区域之一，其
区域内的华西坝就是顶级医疗资
源的代名词。

“借助华西大健康产业功能区
建设契机，加快打造国际医疗医美
首选地。”该负责人表示，华西大健
康产业功能区重点支撑性项目是

“环华西国际智慧医谷”，主要依托
四川大学和华西医院“一校四院”
的核心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医疗医
美产业，力争到2025年，医疗医美
产业集聚度超过55%。

武侯区聚集了生物医药、药品
器械生产销售、健康管理、健康咨
询等大健康企业总数超3000家，拥
有医疗卫生服务机构1000多家，国
家级省级龙头三甲医院12所，其中
包括全国综合实力排名第二的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被誉为中国现代
口腔医学发源地和摇篮的华西口
腔医院，仅“国”字头的专家就有60
余位。众多的医疗机构、富集的产
业人才、广阔的产业空间，使武侯
区成为中西部医疗资源集中度最
高的区域之一，形成了武侯区大健
康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

电商产业龙头引领
培育产业生态链

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是成都
市中心城区唯一的电商产业功能
区，也是由原武侯科技园和鞋都工
业园转型发展而来，定位是新经济
发展的承载地。

主要依托京东、联想等电商龙

头企业，武侯区通过打造“一圈”
（京东电商生态圈）、“一谷”（“9号
线大街-西部电商云谷”）、“一都”
（中国女鞋之都）三个核心板块，建
设“中国电商新高地·国际生态智
慧城”，力争到2025年，全区电子商
务交易额超过6000亿元。

“比如，目前我们正加快建设
面积25.5万平方米的京东西南总
部基地，打造西南总部客服中心、
研究院、京东金融等8个产业链核
心板块。”武侯区委主要负责人说，
同时打造了“9号线大街-西部电商
云谷”，充分利用地铁9号线贯穿该
区域的交通优势，整合区域内33栋
楼宇、680余亩工业用地资源，积极
构建以特色街区为主要形态的现
代产业园区。目前，该项目正加快
建设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女鞋之都是武侯的一张名片，
武侯女鞋已走向国际。下一步，武
侯区还将通过加快打造中国女鞋
设计中心、展示中心、运营中心和
时尚发布中心，推动武侯女鞋向

“微笑曲线”两端布局。目前，已建
成面积达5500平方米，涵盖时尚发
布、营销推广、鞋文化展示等多重
功能于一体的“鞋都展示厅”。

据统计，目前60余条信
息对接成功并已签订正式合
作协议，涉及服务实体经济、
智慧城市、三城三都等场景中的
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及人才需
求，通过机会清单优化配置资源
要素的质量效率稳步提升

天府芙蓉花节谢幕
公园、绿道、街道小游园风景继续

本届芙蓉花节以芙蓉“搭台”、文化“唱
戏”，讲成都故事、传播成都声音，在城市公
园、绿道、各区（市）县重要节点营造40余个
以芙蓉花为主的观花景点，总面积近10万平
方米，栽植芙蓉60余万株，再配以其他花卉
300余万株（盆），形成了‘花重锦官’的观花
盛宴。

“芙蓉花节闭幕了，但芙蓉花的花期还未
结束，美丽的风景线还将继续。”相关负责人
表示，高新区益州大道与府城大道路口面积
约2000平方米的芙蓉花景，栽植了百余株木
芙蓉、丛生芙蓉，点缀银杏树，秋天到来，盛开
的芙蓉花与金黄的银杏树相映成趣，正如苏
轼的“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而在成华区北湖公园约4000平米的芙
蓉花景中，种植着醉芙蓉、百日华彩、彩霞三
个品种580余株，搭配着1000余平方米的坡
地、时令花卉以及北湖湖水，同时红梅、海棠
等30余种植物点缀其间，给人以“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的感觉。

如果大家觉得不够过瘾，还可以前往金
堂鲜花山谷。作为成都市郊芙蓉栽种面积最
大的观花点位，100余亩的芙蓉花海可以让
人一饱眼福。同时鲜花山谷不仅仅只是观花
点位，更是成都市植物园的试验基地，很多
新品种都是在鲜花山谷培养而成的。

还会扮演更多角色
未来还能制成香皂，甚至还能做成菜

“去年五六月份开始申报国家新品种
权，类似国家的植物专利，当时参考的是木
槿的标准。”成都市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一共申报了9个新品种。而他们也是在
申报之后才知道，目前全国还没有芙蓉的相
关标准。所以除了申请国家新品种权，相关
团队也在编制芙蓉花申请新品种权的指南
以及操作规程，也就是芙蓉花的国标。

编制国标的底气从何而来？从1983年5
月26日芙蓉花被确定为成都市市花后，成都
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芙蓉亦名木莲，为锦
葵科木槿属落叶小乔木。30余年间，通过杂
交培育，成都原有的五六个传统品种，已经
发展到了今天的22个。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的研究都是领
先的。”成都市植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
前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包括基因、土壤
适应性、以及各种实际应用。其中基因方面
的研究，是所有工作的基础，既是制定标准
所需，同样也为未来杂交新品种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方向。

而土壤适应性的研究，则是为了后期芙
蓉花在全国各地的推广。而各种实际应用就
和大家的生活紧密相关了。“现在成都的芙
蓉花可以从4月开到11月，最晚12月也有。”
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希望可以通过
搭配不同花期的芙蓉花，让大家一年四季都
可以看到花开，并且风景各有不同。另外未
来在大家的生活中，芙蓉花可能还会扮演更
多的角色，包括以芙蓉花为原料的香皂肥
皂，餐桌上的一道菜等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图据成都市植物园

打造面向世界的新经济机会
窗口，今年以来成都先后发布两批
次城市机会清单，共12大类1200余
条供需信息，目前这些需求项目对
接成效如何？

“通过机会清单的收集发布，
为企业间、政企间搭建面对面信息
资源对接平台，在促进新经济优质
企业落户成都、参与城市建设等方
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李佳林表
示，基于城市机会清单智慧城市、三
城三都、公园城市等应用场景进行
深入挖掘及推介，促进了北京熵链
科技、深圳奔凯安全、福建国科信
息、广东中研能源、青岛元启智能5
家准独角兽企业或行业领军企业落
户成都，进一步提升了成都市智慧
教育、智能制造、智慧安全等重点领
域的发展水平，通过机会清单促进
招商引资的磁场效应初步凸显。

从供需匹配看，据统计目前60
余条信息对接成功并已签订正式合
作协议，涉及服务实体经济、智慧城
市、三城三都等场景中的基础设施
建设、融资及人才需求，通过机会清
单优化配置资源要素的质量效率稳
步提升。据悉，60余条信息落地落
实，产业基金、银行贷款、企业债券
等融资需求对接达85.82亿元。

先后发布两批次城市机会清
单到底带来了哪些“机会”？企业最
有发言权。“政府给资金，不如给机
会。”成都高新区人工智能创新型
企业——四川谛达诺科技有限公
司今年3月在第一批城市机会清单
中发布了儿童成长智能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试点需求，其创始人、
CEO许波告诉记者，成都发布的机
会清单，对企业快速发展非常有促

进作用，通过机会清单的链接作
用，相继与温江区、青羊区就建设
幼儿园安全及健康智能管理平台
开展对接合作。目前，谛达诺已与
温江区内29家公立幼儿园达成合
作意向，已进场开展安装调试工
作；与青羊区签订协议，由区教育局
协调全区120家幼儿园采用儿童健
康智能机器人设备，打造更加关注
安全和健康的未来智能幼儿园。许
波透露，在基础性的供需匹配外，机
会清单还为新经济提供了广阔的扩
展空间，上海交大、大阪大学相关研
究人员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到谛达
诺的机会清单信息，主动联系谛达
诺寻求在人脸识别、情绪分析等方
面开展技术合作，机会清单的读取
模式和参与方式正在不断丰富。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于今年6月在第二批城市机会
清单中发布了公开征集“5+5+1”产
业领域子基金管理机构的需求信
息，引起了产业圈、资本圈的高度关
注，累计收到包括深创投、九鼎投资
等全国领先基金管理机构在内的33
家机构共计43个基金方案，经过初
审立项、现场尽调、预审复核、专家
评审等多个环节，目前已与东方嘉
富、高特佳、九鼎投资、方正和生四
家机构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众信
资产、润恒发展、天堂硅谷三只子基
金方案已通过投评会审核。

此外，机会清单在新经济领域
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首批城市机
会清单发布后，国内多个城市学习
借鉴我市创新成果，正式发布或筹
备发布类似机会清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
彦琴

涉及60个细分应用场景、8类190条供需信息

成都再发第三批城市机会清单

第二届天府芙蓉花节谢幕，
市花继续绽放

芙蓉花“国家专利”
标准成都造

10月28日，为期一个月，以“盛世芙蓉
花开天府”为主题的2019成都市第二届天
府芙蓉花节在成都市植物园落下了帷幕。

而在全市公园、绿道、各区（市）县重要
节点40余个以芙蓉花为主的观花景点，形
成的“花重锦官”观花盛宴还将继续绽放。

记者从成都市植物园获悉，作为成都市
市花的芙蓉花目前正在申报国家植物新品
种权，相当于国家植物专利。除了申请新品
种权，成都市植物园、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
学、四川省林科院、四川省农科院等组成的
科研团队，还在编制芙蓉花新品种申请指
南，也就是芙蓉花“国家专利”标准。

另外记者了解到，未来，芙蓉花不光可
看——赏花，还可以用——以芙蓉花为原料
的香皂肥皂等日用品，甚至还可以吃——成
为大家餐桌上的一道菜。

围绕智能制造、现代供应
链、智慧城市三大领域构建了
5G创新联合实验室、多式联
运“一单制”、东广人工智能谷
等60个细分应用场景，共发
布了8类190条供需信息，其
中，融资需求近20亿元、高层
次人才需求达百名

对接成功：

距离全国首份距离全国首份《《城市机会城市机会
清单清单》》发布发布77个月后个月后，，打造新经打造新经
济济““机会之城机会之城””的成都再次亮的成都再次亮

““大招大招”，”，发布第三批发布第三批《《城市机城市机
会清单会清单》。》。昨日昨日，，成都商报－红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机会清成都市机会清
单单（（第三批第三批））新闻通气会上获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悉，，第三批第三批《《城市机会清单城市机会清单》》围围
绕智能制造绕智能制造、、现代供应链现代供应链、、智智
慧城市三大领域构建了慧城市三大领域构建了55GG创创
新联合实验室新联合实验室、、多式联运多式联运““一一
单制单制”、”、东广人工智能谷等东广人工智能谷等6060
个细分应用场景个细分应用场景，，共发布了共发布了88
类类190190条供需信息条供需信息，，其中其中，，融资融资
需求近需求近2020亿元亿元、、高层次人才需高层次人才需
求达百名求达百名。。

梳理此次发布的第三批城
市机会清单的关键词，最值得关
注的是“新场景”这一特色亮点。

“新经济场景是由市场驱动
产生的，本次我们聚焦市场主体
发展需求，从企业视角深入梳理
新技术新产品测试实验、推广应
用等方面机会清单，‘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持续优化新经济发
展良好生态。”成都市新经济发
展委员会副主任李佳林在现场
介绍，本次发布的第三批《城市
机会清单》围绕智能制造、现代
供应链、智慧城市三大领域构建
了5G创新联合实验室、多式联
运“一单制”、东广人工智能谷等
60个细分应用场景，共发布了8
类190条供需信息，其中，融资需
求近20亿元、高层次人才需求达
百名。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布的
机会清单中，更具新经济特色的
场景。当前成都正在建设中国5G
创新名城，5G技术在超高清视
频、智慧医疗、车联网等垂直领
域融合应用不断深化。本次机会
清单从5G在融合网络行业的发
展切入，以成都西加云杉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加云杉”）
为主体构建了“5G创新联合实验
室”场景。西加云杉作为成都市
的一家准独角兽企业，聚焦5G底
层技术，致力于开发5G融合网络
关联产品，拟通过完善基础设施
设备及功能平台、引进高级科研
和管理人才打造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建设国际领先的研发创新
中心。成都市新经济委把这一系
列计划和愿景归纳成为“5G创新

联合实验室”场景，在机会清单
的具体体现就是投资预算近千
万的实验室建设需求和前端开
发、项目管理等高端人才需求。

同时，中欧班列（成都）是国
内时效性最高、开行频率最稳定
的铁路货运直达班列，开行总量
和增幅及重载率增幅均位列全
国首位。为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成都着力提升全程综合物
流服务能力，本次清单中的多式
联运“一单制”场景就是其中一
项重要举措，主要基于“一次委
托、一口报价、一单到底、一票
结算”开展多式联运单证模式
创新，通过搭建物联网信息平
台，整合境内外物流服务供应
商及相关物流、贸易数据，引入
物流领域专业人才，推进跨境
多式联运及中欧班列的信息化
进程。该场景实施主体为成都
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成都
国际铁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成都现代物流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三家企业，涉及投资预
算达千万元的物联网信息平台
建设需求，物流、金融、营销等
领域高层次人才需求，以及现
代物流大厦、“一带一路”国家
馆集群生活配套需求。

另外，成都市新经济委还围
绕智慧医疗、智能安防、智慧治
理、智慧交通等领域27个细分场
景，以新经济企业为主体梳理出
64条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供给
清单，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工业机器人等新兴技术融
合应用，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5G创新联合实验室、人工智能谷……

三大领域发布8类190条供需信息
从“给优惠”到“给机会”

两批清单60余条信息已对接成功并签约

以武侯祠和锦里为核心规划三国蜀汉城

打造具有全球美誉度的
三国文化消费目的地

目前，武侯区正加快政
策向功能区倾斜、资源向功
能区集中、项目向功能区集
聚，高标准推进三大功能区
建设成规模、见效益，以产业
功能区塑造城市未来新形
态，解锁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三顾频烦天下计，一
番晤对古今情”，三国文化
是天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国内外极具影响力
的武侯特色文化。记者从武
侯区获悉，目前该区已开展
三国蜀汉城项目规划研究
及拆迁改造方案编制，形成
规划研究初步成果，规划打
造武侯文化公园、成都院子
精品酒店等一批配套设施，
将以锦里和武侯祠为核心
的三国蜀汉城，打造成具有
全球美誉度的三国文化消
费目的地。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董馨

▼华西大健康产业功能区
图据武侯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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