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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
“双核共兴”新极核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召开党工委会议 刘仆主持

11 月 15 日，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召
开党工委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
讲话、市委中心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第一次专题会议精神，研究新
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
神《工作方案》。
市委常委、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书
记刘仆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天府新
区成都管委会主任杨林兴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在全会上的两次重要讲话。在第一次
全体会议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
一年来中央政治局的各项工作，分析了
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不足。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加强
和改进各项工作，必须在重大方向和政
策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在工作谋划中

解放思想、精细科学，在工作推进中求真
务实、敢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
话中强调，一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二要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
活。三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四要突
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五要
做好当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中心组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一次专题会议
精神特别是市委书记唐良智的讲话精
神。唐良智强调，一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二要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为关键，持续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三要深入推动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要进一步学深学透
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精心筹备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
特别强调要按照市委
“157”
总
体发展思路，
扎实抓好改革创新、
“一带一
路”
、
自贸区建设等重点工作，
从现在起就
要谋划明年经济工作，
对重大项目和重点
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确保实现
“开门红”
。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准
则》
《条例》，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以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切实做
好当前各项工作。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和即将召开的市委十二届八次
全会精神结合起来，
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157”总体发展思路和市委书记唐
良智调研新区提出的“创新引擎、千年杠

杆”
最新要求，
突出抓好成都科学城、
天府
商务区和西区产业园建设等重点工作。
要认真做好扶贫攻坚、对口帮扶和
民生保障工作，结合脱贫攻坚开展好“走
基层、送温暖”活动，确保困难群众安全
温暖过冬。
要认真抓好今年收好尾、明年实现
“开门红”
工作，
确保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居
全市领先地位。
11 月底前研究提出明年经
济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要切实抓好重大招商项目“四个一
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设施建设
工作，加快建设“双核共兴”新极核，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刘志
聪、
姜斌、
余麟、
陈先龙、
林锐、
石川出席会
议。
新区各相关部门、
成都天投集团以及各
街道负责人列席会议。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力争年内开工
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合作共建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杨林兴辜学斌出席

11月18日，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合作
共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召开。会议明确了天府新区西区
产业园合作共建工作机构组建方案，以及
2016年重点工作计划，并对西区产业园起
步区规划调整方案和“两纵一横”交通主
骨架方案进行论证，同时就近期建设计划
报请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园区建设工作提
速推进，力争年内开工建设，明年上半年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拉开。
在此次会议上，市政协副主席、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主任杨林兴，新津县委书
记辜学斌就相关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会议
由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
记刘志聪主持。

到2020年
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按照成都市“3+N”工业发展战略布
局，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和新津县人民政
府于今年6月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
建天府新区西区。天府新区西区规划面积
150平方公里，涉及成都天府新区93平方
公里（其中新津分区68平方公里，双流分
区25平方公里）、新津县57平方公里，并确
定起步区25平方公里（位于新津分区内）。
根据《天府新区大创造西区产业园建
设推进工作方案》，西区产业园将主动承

接成都科学城辐射，坚持以产业发展高端
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统筹城乡一体化、对
外开放国际化为指引，围绕“大创造”板块
发展布局，依托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发展
轨道交通、新材料、智能装备三大产业，配
套发展物流、商贸产业。打造集研发生产、
总部商务、物流贸易、生活配套为一体，有
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高地，到2020年形成千亿产业集群！

合作共建指挥部成立
年内开工建设

区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领导组成进行了
调整。
为迅速有力落实市委书记唐良智关
于西区产业园“力争今年开工建设，明年
上半年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拉开”的工作要
求，西区产业园将在年内重点完成西区城
市设计、
产业发展规划、
起步区25平方公里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开展起步
区25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利用。

日前，外交部新闻司公共外交处与南
亚、
非洲媒体团一行参观访问成都科学城。
新区两委办和科技宣传局工作人员陪同参
观并详细介绍了成都科学城的规划和最新
建设成果。
在成都科学城规划展示厅，南亚和非
洲媒体团的37名成员深深地被兴隆湖的美
景以及湖畔拔地而起的建筑所吸引，对成
都科学城临湖而建的巧妙构思纷纷竖起了
大拇指给予了高度评价。参观访问团对成
都科学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
进展，
表示了惊叹和赞赏。
最后，南亚和非洲媒体团成员在美丽
的兴隆湖湖畔合影留念，并表示回去后会
大力宣传成都科学城的成就，让南亚和非
洲各国能较为直观了解成都科学城，为今
后的经贸合作提供交流平台。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在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合作共建领
在基础设施方面，作为西区产业园重
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会议决定由市政协
要的联系通道，规划建设的新普路、籍黄
副主席、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主任杨林兴
路和科学城中路西段将构成西区产业园
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新津县委书记辜学 “两横一纵”的交通主骨架，采取总体规
斌，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
划、分段实施的建设原则，计划年内完成
书记刘志聪，新津县委副书记、县政府代
籍黄路连接成都科学城道路建设的前期
县长钟静远，成都工投集团总经理陶迅， 工作，以及新普路起步区、科学城中路西
成都天投集团总经理蓝唯任副组长；成都
段的改造前期工作，使上述三处道路具备
天府新区、新津县、成都工投集团、成都天
开工条件。
投集团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工作机构
据悉，近期西区产业园将着手引进赛
组建方案。成立了天府新区西区产业园合
伦科技、航天拓鑫玄武岩、阿尔斯通、银隆
作共建指挥部，全面负责园区的综合协
新能源等重大项目，同时促进新纶科技、
调、规划建设、招商引资、征地拆迁、企业
汉富轨道交通产业园等项目加快建设，力
服务等工作。同时，对负责园区建设资金
争北京鼎汉、中国通号、深圳汇川、苏州华
筹措、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及商住配
启等项目年底前签约。
套建设和运营、产业投资等的天府新区西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制图 李开红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学术年会在新区召开

欢迎青年才俊来新区投资兴业
青年促进会促进科研成果交流
会上，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王嘉
图对众多青年科学家的到来表示了欢
迎。王嘉图说，青年促进会组织的各项交
流活动，很好地开拓了青年科学家的视
野，增加了他们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也
增强了他们科技创新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王嘉图表示，成都是既能让人打拼，
又很生活化的城市，希望各位青年科学
家在成都学习好、交流好，也希望他们能
到成都分院来看看。
中科院人事局副局长董伟锋在会上
表示，
中科院一直非常重视青年人才的培
养工作，一直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有许
多青年人才通过青促会这个组织脱颖而
出。
希望青年科学家们在以后的科研工作
中，
要有爱的奉献，
有科研报国的精神，
在
追求卓越科学的同时，
也要肩负起社会责
任感，
坚持科学报国、
技术报国的梦想。
董
伟锋表示，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希望青年科学家能够不忘初心，不断攻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新区召开
关，
有所建树，
在科学研究的同时，
也要和
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起来，取得更大的
成就。
董伟锋希望青促会理事会进一步健
全管理机制，发挥地区分会、学科分会的
主动性，
要有特色，
促进更好的交流合作，
力争在前沿交叉领域组织更多的交流。
据了解，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成
立于2011年6月，
是中科院对全院35岁以下
的青年科技人才进行综合培养的创新举措，
旨在通过有效组织和支持，
团结、
凝聚全院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拓宽大家的学术视野，
促进相互交流和学科交叉，
提升科研活动组
织能力，
培养造就新一代学术技术带头人。

成都天府新区欢迎青年科学家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组织部
长林锐代表成都天府新区对青年科学家
的到来表示欢迎。林锐在会上介绍了天
府新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潜力，并表示，
成都天府新区大力发展新科学，全力争
创国家科学中心。目前，中科院成都科学
研究中心已开工建设，生物研究所、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等7
大科研机构将整体入驻，正加快引进中
科院高海拔宇宙线研究中心、清华锦屏
暗物质研究中心等重大项目，努力打造

11月15日上午，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
部长包瑞玲，率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130
余名企业家，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民
建中央企业委员会主任、通威集团董事局
主席刘汉元的陪同下，来到成都科学城，
考察天府新区规划建设情况及投资环境。
在成都科学城规划展示厅，市政协副
主席、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主任杨林兴，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姜斌，民建天府新区支部主任丁红雨等分
别向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的企业家们介
绍了成都天府新区规划和两年来的建设
发展情况。到场的嘉宾们通过听讲解、看
沙盘和宣传片，多角度、全方位对成都天
府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政策、
产业规划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了解，并
对天府新区核心区的惊人发展速度表示
由衷的敬佩和称赞。
据了解，此次赴成都科学城考察的民
建中央企业委员会130余名企业家中，有
诸多国内排名百强企业，涉及数码研发、
生物医药、金融投资、商贸百货、物流运
输、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以及
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杨林兴代表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向
到场嘉宾发出邀请，欢迎各行业领军企业
在天府新区投资兴业，并对企业提供全面
周到的政务服务，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良
好的投资环境。
活动结束前，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的
企业家们还乘车环绕科学城兴隆湖，考察
了成都科学城功能划分以及首批入驻企
业情况。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南亚和非洲媒体团
访问成都科学城

规划建设
“两横一纵”交通主骨架

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
进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
天府新区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科
学家共聚一堂，交流研究成果，公布和表
彰了2016年度优秀分会和优秀小组。

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企业家
考察成都科学城

一流基础科学研究基地。
成都天府新区汇聚前沿领先的科技
创新成果。以突破前沿领域新技术为核
心，以打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和军民深
度融合创新发展“两个通道”为重点，校
地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出台促进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政策措施，
推进科技成果“三权”改革，允许70%以上
转化收益用于奖励研发人员和直接贡献
人员。目前，已引进清华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电子科大天府数智谷创新基地等10
个校院地协同创新项目，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西部国际创新港将一次汇集6名院
士。大力推动“军转民、民参军”，积极推
动航天科工四院、盟升电子等一批科研
机构加速聚集。大力培育新产业，构建创
新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
编制落实成都科
学城2025产业发展规划，
重点发展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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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基亚全
球技术中心、
亚信网络安全研究院等一批
重点研发企业已入驻天府菁蓉中心。林
锐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才俊、专家学者来
成都天府新区，积极为中科院成都科学
研究中心出谋划策，前来投资兴业。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摄影 王天志

本期导读
新区建设生态先行
绿地面积不减反增

省遥感信息测绘院利用航空卫
星影像，
描绘出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绿色生态发展态势

04

这些
“黑科技”
将改变你的生活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了15
项将改变世界的领先科技成果
06

联系我们
天府之声新闻热线
028~86780458
欢迎拨打提供线索

tfzs@cdtf.gov.cn
欢迎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