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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成都的城市新核

成都科学城的3个秘密

成都科学城菁蓉中心 A 区 摄影 王勤

秘
密

志在长远，不求一时得失，成都
科学城把兴隆湖畔的黄金地段给了
科学家，相继引进中核集团环流器
技术实验室、中科院高海拔宇宙线
实验室、清华锦屏暗物质研究中心
等重大科学项目、重大科学装置。
“发展新科学是成都科学城的
核心使命，我们努力打造一流的基
础科学研究基地。”天府新区成都党
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张翼说，优
先引进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依托单位
和相关重大科学装置，使科学城在
立城之初就谋求孕育可持久的科学
基因和创新基因。
这恰是设立成都科学城的由
来。成都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
后，加速从消费城市转向工业城市，
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作
为西部领头羊的四川，提出加快建
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成都
主动担责，2015年启动科学城建设。

新科学造就新技术，
新技术创造
新产业，新产业支撑新城市，遵循这
一发展规律，
成都明确了科学城发展
目标、路径和任务，
即围绕建设“创新
要素集聚区”
“创新发展先行区”
“西
部创新第一城”三大目标，争创国家
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令人欣喜的是，成都科学城内
不仅聚集着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研
发平台，还引进连接科学技术与产
业经济的转化平台和企业。聚合共
生，
美国硅谷就是如此兴盛的。
清华、北大、北航、川大、电子科
大、同济大学、华中科大、西南财大、
斯坦福研究院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
机构，均在科学城设立校地协同创
新基地和研究中心。尤其是随着四
川以军民深度融合为核心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航天科工四院、新纶
科技高分子材料研究院等“军转民、
民参军”
项目，
亦循迹而至。

科学城深入推进人才及团队分
配机制、科技成果和创意交易机制
等四个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明确，中
国两院院士及相同层次的国外科学
院（工程院）院士等到科学城创办企
业，能申请200万元至500万元一次性
项目启动补贴。
“来最美科学城创业”。成都科
学城向科技巨擘抛出橄榄枝，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敞开大门。9月底，兴
隆湖畔的天府菁蓉中心A区投入使
用，超星电子、启明星辰、纳米高能
锂离子电池、因诺生物医药等企业
率先入驻。
此前，仅凭规划图纸、环境、前
景和在建的孵化载体，成都科学城
已吸引60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签
约。目前，成都科学城已建成各类创
新创业载体12家，孵化面积达69.4万
平方米，预计年底众创空间将超过
100万平方米。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摄影 王天志

锦江城市生态带 摄影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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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四川省 2016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暨中国科学院成都科学研究中心开工仪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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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聚集产业链，架设国际产能合作桥梁
科学城产业布局的考量：对标
科技产业发展前沿，求“新”。
成都强化工业“一业定乾坤”理
念，构建“3+N”工业空间布局，其中
之一即是以成都科学城为核心打造
“大创造”板块。11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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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新兴
工业园集中开工，
“ 大创造”再添主
力军团。
城市发展的基础在经济，支撑
在产业。成都科学城高位起步，落子
基础科研、互联网大数据、生物科
技、高端制造、现代金融、创意设计、
研发服务等新产业，打造西部地区
最具活力的新兴增长极。
一年前，诺基亚全球研发中心
选址兴隆湖，点燃了成都科学城的
热度。作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
应商的第 5 个全球研发中心，该中心
的落户也产生了标杆效应。
科学城探索产业新路，重点布
局以信息安全、网络通信、大数据
为重点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
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重点

的先进制造业；以生物技术、精准
医疗为重点的生命科技产业；以国
际展览会议和现代物流业为重点
的高端服务业，并为之规划了六大
产业园区。
谁能代表“新经济”？联东集团
是专业化产业园区运营商，11 月 1
日，该集团在新兴工业园的项目破
土动工。
“集团内部把这个项目定位
A 类，意思是与北上广深同等重要。”
其四川区域总裁熊伟说，项目建成
后，将利用公司品牌优势和招商储
备库资源，
“ 优中选优”引进 80-100
家科技型企业，
“进驻科学城对打开
西南市场太重要了。”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同
样也是一个项目孵化平台，目前已
有 9 个团队进驻，孵化项目包括能源
互联网加速器、无线电能传输、新能
源汽车储能、特殊环境机器人等。
吉利集团也来了。第十六届西
博会期间，吉利新能源汽车项目签
约落地。科学城的汽车制造和高端
装备产业进入到“快跑”阶段。
全球领先的铝车轮制造商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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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卡同样作出了投资决定。其凯斯
曼汽车轻量化部件项目，将建设具
备世界领先水平的汽车底盘和动力
总成轻量化部件生产线，年产能约 2
万吨。
控股中信戴卡的中信集团还将
以“投资人”身份参与科学城内的制
造业发展。
今年 6 月，全球首屈一指的研究
机构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签约落户成
都科学城，这是该研究院在中国进
行的首个实质性合作项目。
“我们将
架起成都与美国硅谷之间的桥梁。”
该项目联合创始人黄砚农说。
成都科学城正是要成为成都与
国际开展产业合作的重要桥梁。
德国北威州较早发现了这一机
遇。去年 4 月，德国北威州州长克拉
夫特双手推杆，亲自启动了该州在
科学城的项目，建成德国企业在中
国西部的总部中心。
据了解，成都科学城正积极拓
展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
学等全球知名高校、骨干领军企业
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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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 ，中科院成都
科学研究中心
破土动工。
破土动工
。7 个
科研院所和高
新技术企业对
下一步的整体
搬迁入驻，
搬迁入驻
，翘首
以待。
以待
。
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
能物理研究所
、
光电技术研究
所 、成都生物研
究所、
究所
、山地灾害
与环境研究所
…… 仅 从 名 字
就能看出所落
户区域的特征：
户区域的特征
：
“科学
科学”
”。
环绕兴隆
湖 ，成都规划建
设起步区 25 平
方公里的成都
科学城。
科学城
。
成都科学
城 ，在成都市区
中心天府广场
的正南 25 公里
远处。
远处
。这里将成
为“ 双 核 成 都 ”
的全新一核。
的全新一核
。
作为四川
建设国家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
区的重大载体
平台，
平台
，成都科学
城秉承“ 创新为
魂 、科 技 立 城 ”
建设理念，
建设理念
，西部
创新第一城正
在崛起。
在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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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地段用于发展基础科学，争创国家科学中心

生态用地占三成，
小街区更有“人情味”
“新成都”在哪里？天府广场正南 25 公里，成都科
学城即是“新成都”的核心区。打破城市单核集聚发展
模式，
科学城将承担起实现成都“双核共兴”
的重任。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将构建“双核共兴、一城
多市”的网络城市群。中心城区是一端，
“哑铃”的另一
端，成都科学城犹如一根杠杆，撬动城市发展格局的
重大转变。
科学城把最新理念应用到城市规划中，绿色发展
被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构建水网、绿网、东山片
区“两网一片”生态系统，形成自然生态、有山有水、植
物种类多样的网络化生态系统。
“生态用地比例占到科学城规划面积的 1/3。”天
府新区成都管委会相关人员介绍，4500 亩水面的兴隆
湖生态区已见成效，境内 11 公里长的锦江沿线正修建
生态带。
成都科学城严格遵循
“慎挖山、
不填湖、
少砍树”
理
念，
确定了6个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工程，
预计年内建成。
民生配套小街区有
“人情味”
。
10月26日，
投资60亿
元的万达天府国际医院动工，
该项目由全球顶尖的国际
医疗集团 IHG（英国国际医院集团）与万达集团合作共
建，
建成后将成为西南乃至国内标志性的国际医院。
教育方面，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与成都市教育局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建成都天府四中、七中、九中，
提升成都科学城教育品质。按照计划，四、七、九中天
府校区将于 2017 年完工并投入使用，成都市实验小
学、泡桐树小学、成都市机关第一幼儿园等，也将设立
天府校区。
自去年以来，
“ 小街区规制”概念不胫而走。成都
在 9 个片区启动试点，成都科学城占据 2 席。两大片区
会按照路网密布的开放型街区规划理念，打造颇具特
色的商业街区，同时配置社区服务中心、养老设施、综
合健身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生活
氛围浓郁的“15 分钟生活圈”。
今年 1-9 月，成都科学城共引进重大产业项目 44
个，产业、人口不断向南延伸。一个成都的新核正在拔
地而起。
据四川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