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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科学城
加快构建
“双核共兴”新极核支撑体系
10月31日，成都科学城梓州大
道，四川省2016年第四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
心作为项目之一隆重亮相、正式启动
建设，7大科研院所将整体搬迁入驻
成都科学城；
同一天，
“天府菁蓉中心企业入
驻仪式”在兴隆湖畔举行，首批入驻
成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A区的企
业领到金钥匙，正式开始在成都科学
城的兴业之旅；
11月1日，联东U谷·天府高新国
际企业港、中德天翔环保创新研发中
心、西丹孚动力电池系统集成产业基
地等产业项目集中启动……
两年多砥砺前行，成都科学城已
经初具雏形；围绕“1234”的总体思
路，成都科学城正加紧建设。抓实“发
展新科学、创造新技术、培育新产业、
建设新城市”四项任务，朝着“争创国
家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
目标，坚定不移地打造“国际知名、国
内一流”的西部创新第一城，加快构
建“双核共兴”新极核支撑体系。
昨日，成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 A 区阳光灿烂，
企业集体入驻仪式在这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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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科学

培育新产业

10月31日，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
心项目正式开工，用半年时间完成了项
目洽谈、签约到开建的流程，7大科研院
所将整体搬迁入驻成都科学城，成为新
区“发展新科学”
项目又一力作！
根据规划，该项目力争用3～5年时
间，
实现集聚创新创业人才4000余人，
孵
化上百家创新型企业，初步建成具有世
界一流学术水平、
特色鲜明、
面向国内外
开放的国家级科学研究基地、高级人才
培养基地和高新技术创新创业基地。
与中科院成都分院的选择一致，核
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也选定成都科学
城作为新项目的承载地。
他们的选择都基于对成都科学城
发展新科学理念的认同--发展新科学
是成都科学城的核心使命。

培育新产业是成都科学城实现高位起步、持续
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11月1日，联东U谷·天府高新国际企业港、中
德天翔环保创新研发中心、西丹孚动力电池系统集
成产业基地、中地数码天府空间信息产业基地……
成都科学城积极引进一批投资额大、带动性强的重
大产业项目，大力发展科技研发产业、先进制造业、
高端服务业。

点击1：
联东U谷

点击1：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项目示意图

众所周知，目前，神舟十一号正在
天上和天宫二号“你侬我侬”，当初他们
俩牵手成功的画面、发射升空的画面仿
佛也还在眼前。自然，我们的肉眼是不
可能看到火箭助推器分离的画面，更不
可能看到他们俩如何牵手。那么，你知
道电视上的画面是怎么来的吗？
“这里就用到了光学研究成果，我
们将光电测控设备跟踪到的火箭发射
情况分出一路出来，供电视转播使用。”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
高晓东研究员表示，很多航天发射任务
离不开光电技术对飞行状态的监控与
测量。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的交会对
接也是光电技术应用的实例——依靠
激光雷达测出其相对距离及距离变化
率、相对角位置及角度变化率，帮助飞
船顺利实现与天宫的交会对接。
高晓东介绍，光电所具有全世界最
大的研究自适应光学技术的团队，在国
内研究水平处于领跑地位，参与了包括
国际30米天文望远镜建设等项目。在多
项国家重大工程中承担重要工作。
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光学技术进
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人类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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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是通过视觉、通过光来获取的，
光学技术的应用对人类认识世界至关
重要。未来，随着光电技术及光学制造
业的发展，更多精密仪器也将影响到人
们的生产生活。
高晓东表示，
“ 如今我们光电所能
够进驻成都科学城，势必为我们的发展
在人才、环境上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我
对此充满了期待。
”

点击2：
中科院成都生物所
2012年，
“地奥心血康胶囊”获准作
为治疗药品在荷兰上市，成为我国第一
个进入发达国家主流市场的自主知识产
权治疗药品。
“地奥心血康胶囊”
用于治疗
心血管疾病，诞生于中科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天然药物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
全介绍，开发“地奥心血康”，天然药物
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为我国创建了
新兴的天然药物产业——薯蓣皂苷药
物工业。
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和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培育的“川育号”小
麦种植面积占西南地区的25%；生物农
药的研发及应用，实现农业安全生产，
在化学农药减少的情况下，不影响粮食
产量；进行老年痴呆等慢性病，以及心
血管疾病等疾病治疗药物的研究……
“十三五期间，我们调整科研思路，
按照中科院的总体目标，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
济发展，融入地方创新体系、服务于成
都生物医药发展。”对于整体搬迁入驻
成都科学城后的发展，赵新全信心满
满。他表示，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正
在争取多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
方面，这些项目研究将助力成都科学城
建设“国家科学中心”，另一方面，成都
科学城的创新氛围、产业布局又将帮助
研究所实现成果产业化、转移转化水平
大幅度提升。

点击3：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项目
与中科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一样，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也把“发展新科

学与技术”的项目放在成都科学城——
打造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的核岛设计研
究中心。
“受控核聚变俗称‘人造太阳’，因
其能源具有资源丰富、不污染环境、固
有安全性高等优点，是人类未来最理想
的清洁能源。”核工业西南研究院有关
负责人介绍。
核工业西南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分
析，将新项目放在成都科学城有三大理
由：一是，四川及成都周边地区是我国
核科技及核产业的聚集地，使天府新区
成都科学城成为了该院核聚变事业继
续在成都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地；二
是，成都科学城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定
位及其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和区位优
势，有利于该院建设“国际一流”聚变堆
工程技术平台、建成“国际一流”聚变堆
技术研发基地、造就一支“国际一流”聚
变堆研发和设计专业团队，从而打造我
国磁约束核聚变的核岛设计研究中心。
第三，成都科学城的军民融合发展定
位，有利于促进该院聚变中间技术及等
离子体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跨越式规
模化发展。

点击1：
亚信（成都）网络安全技术研究院
“我上周沿着兴隆湖跑了一圈，
非常
棒！”说起在成都科学城的工作环境，亚
信（成都）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业务
发展总监童宁连连点赞。据介绍，亚信
（成都）网络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拥有多
名网络安全权威专家和多项国际领先
的、自主可控的云安全、移动安全、高级
威胁防护等技术，将致力于建设国际一
流的云安全实验室、
大数据安全实验室、
工业互联网实验室和网络空间平安城市

点击2：
西丹孚动力电池系统集成产业基地
西丹孚动力电池系统集成产业基地项目总投
资22亿元人民币，用地总面积约520亩，其中项目一
期总投资不低于8亿元，用地面积约120亩，建筑面
积约8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一条3亿Ah的锂离子动力
电池生产线及一条3000万平方米隔膜材料生产线。
四川西丹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伟东介
绍，
该项目的优势是使用一种新的电池组管理办法，
提高电池组的使用寿命。
就目前市面上的产品而言，
单支电池的寿命约10年，可使用5000~6000次，可是
组成电池组以后，使用寿命就极速下降至400次左
右。西丹孚动力电池系统集成则可以大幅度提升电
池组使用寿命，
使其基本与单支电池相当。
袁伟东透露，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地勘，正在积
极推进后续建设工作，
“目标是明年投产，实现30亿
产值；
3年以后实现产值达百亿元。”

第四篇章

创造新技术

北航西部国际创新港、电子科大天
府数智谷、斯坦福天府研究院、中古加
国际合作脑信息技术研究院、吉利新能
源汽车、中信戴卡……在成都科学城，
掌握“新技术”的企业名单已经排出了
一长串，超出80家重点企业选中成都科
学城作为发展基地。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科
学城共引进科技型中小企业800余家，
建设各类创新创业载体12家，孵化面积
69.4万平方米。

联东U谷·天府高新国际企业港由北京联东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约3亿元建设，占地约80亩，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楼、
标准厂房、
定制厂
房、生活配套楼和商务服务楼等。建成后，该项目将
引进80~100家优质企业，
预计年产值10亿元以上，
提
供2000~3000个就业岗位。
“这样的模式可以集约化
利用土地。
”
北京联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区域总
经理熊伟介绍，该公司已经在全国30多个城市布局
了类似项目。
联东U谷·天府高新国际企业港规划为
A类项目，在建设规模、客户群来源等方面，与北京、
上海、
广州等园区的项目标准一致，
“我们还没宣传，
就已经有客户找上门来，
要求入驻园区了。
”

建设新城市

实验室，并通过成立网络安全技术转移
与成果转化基金，
孵化网络安全企业。
同
时，该院将采用开放式产学研用合作机
制，开展联合技术课题研究和网络安全
人才培养，
试点示范研究成果。
目前，产研院已建成了网络安全态
势感知中心、高级威胁调查取证中心和
网络安全攻防实验室等内容。未来，产
研院将秉承“中国自主可控，共筑全球
网络安全”发展理念，通过3～5年的快
速发展，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网
络安全研究院，助力成都市打造世界级
网络安全产业基地，推动中国网络安全
的技术发展和能力创新。
入驻企业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点击2：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的办
公地点位于成都科学城天府菁蓉中心
A区5号楼，3000多平方米，临着兴隆湖
美景。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高文胜说，目前，已经有3个实验
室在这里展开工作，
“讲座、交流培训也
已经开始”
。

研究院在2016年3月携手成都科学
城，由清华大学、四川省共建，致力于建
设能源互联网领域的人才培养中心、科
技创新中心，并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深
具影响力的新一代能源网络的战略决
策智库。
高文胜说，成都科学城以极其高效
务实的办公作风和各项优惠的政策，让
研究院“所有的发展都非常好。”现在我

传 达 政 令

/

宣 传 政 策

/

们已经引进了8个团队，大概80多人“。
就在10月30日，参加“天府菁蓉中心企
业入驻仪式”前一天，高文胜还在北京
物色人才，从清华大学网罗到10多余高
材生，
“ 就这两天，还要去一趟天津大
学，
继续招聘”
。
成立以来，研究院牵头完成了国家
能源局“国家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战略
研究”
5个重点课题。

指 导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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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民 生

建设新城市是成都科学城塑造城市新功能、新
形态的必然要求。成都科学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多规合一”
“产城融合”、
“小街区规制”和“保护生
态本底”的新理念，加快兴隆湖、鹿溪河生态系统建
设，
构筑起一幅山水相依、自然天成的生态画卷。
一直以来，成都科学城将城市建设项目与产业
项目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成都科学城以环湖路、科
学城北路和中路为主骨架的“一环两轴多线”区域
路网初步成形。
工作仍在继续。成都科学城积极谋划和储备一
批重大市政功能性项目，力争全区域内2017年完成
投资170亿元。抢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机遇，
成都科学城正在加快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新
平台，全力推进高铁天府站、地铁中心站等节点枢
纽和地铁18、19号线、新机场高速、天府环线等交通
干线建设，努力实现与“双机场”
“ 蓉欧快铁”等国
家、区域交通大动脉的便捷转换、快速通达，打造
“空、铁、公”
三位一体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体系。
民生项目方面，
天府实小、
天府七中等名校正在
筹备，最快明年秋季可以招生；万达医院、华西天府
医院等都将落户成都科学城，
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障，
成都科学城将以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市民获得更高的
幸福感。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天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