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深化改革
十大重点领域

成都天府新区发布2016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
将启动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筑信息
化（BIM）试点，开展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推行直管区“五星公交”开放
管理模式；全面倡导绿色生活，加快
打造疏密有度、城景相融、滨湖串
联、独具魅力的新区生态环境风貌。
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
制，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制度。

人才管理制度改革上，将建立
“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发展综合
服务平台，探索建立围绕人才培养
发展全过程的梯级服务支持体系；
制定专家公寓、人才公寓保障办法，
落实高端人才与新区市民同等的购
房待遇；探索“区内注册、海外孵化”
的离岸创新创业模式，打通高端人
才在新区工作享受市民待遇政策瓶
颈，出台高端人才医保、社保、子女

就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方面，将试

点人事权和财务权下放到校，推动
校长职级制和教师岗位薪酬制改
革。探索医联体模式，推进天府新区
人民医院综合改革；启动正兴卫生
院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改革；
探索建立卫生人才区管院用、区管
镇用、区招村用管理新机制。

天府之声记者 李娅

今年新增创新创业载体50万平方米
在加快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

设方面，将有一系列举措。
要制定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

试验加快成都科学城突破发展的实
施方案；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再确权机
制，大幅提升科研团队和个人权属占
比；制定创新企业和创新机构集聚发
展支持政策；引进科研机构及创新平
台30个以上、创新企业400家以上。

深化校院地创新合作中，要鼓

励国内校院所通过市场化形式自主
设立新型科研机构；积极引进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和基础科学应用研究
机构、世界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加
快电子科大天府协同创新中心等创
新平台建设；开工建设中科院成都
分院新园区。

成都科学城要加快建设，基本
建成天府菁蓉中心A、B、C区，提档
升级天府菁蓉大厦，新增各类创新

创业载体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
要探索设立成都股权众筹交易

所，支持境外投资基金在天府新区
设立分支机构，支持设立消费金融
公司、第三方支付牌照、公募基金、
基金销售支付牌照等新兴金融机
构。支持国内外知名创业投资机构
在新区设立区域性总部，引进培育
新兴金融机构20家以上；加快中德、
川法等国际合作项目建设。

着眼机制体制改革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要制定涵盖人才和团队利益分配

机制，科技成果和创意成果交易机制，
创新载体平台建设，人才和团队服务
保障等内容的科技创新实施方案；探
索有利于军民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体
制机制，支持军民合作共建中试基地、

技术转移中心、产业孵化中心；推动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国家级孵化器建设；
推动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成果混合所有
制改革试点，联合在蓉高校建设新型
产业技术研究院；引进技术转移、检验
检测等服务机构，筹建天府知识产权

交易中心；建立涵盖创新创业人才、企
业、服务等信息的综合数据库。

同时，还要建立完善新兴金融
服务体系，健全新兴高端产业引导
基金管理制度，设立债权融资风险
补偿资金池。

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
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也是今

年的重点工作。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将制定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加
快打造“高效、便捷、透明、公开、可
投诉、可追责”的政务服务环境；积
极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
度；申报国务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

权”试点单位，建立审管分离的行政
管理新机制；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积
极申报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清理和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

将推进个人事项“一区通办”工
作，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推行集
群注册、电子化审批、容缺后补；建
立企业、自然人、非企业法人分开办

理的政务服务体制和“咨询—办事
—会诊”服务机制，审批事项当场办
结率85%；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推动B2G、R2G建设，启动审
批服务办件系统建设。

此外，还将探索建立统一的行
政审批机构、统一的城乡建设执法
机构、统一的市场监管机构。

推动生态文明、人才管理、社区治理改革

制图 王雪

20162016年是年是
““十三五十三五””开局开局
之年之年，，是推动全是推动全
面创新改革试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建设的开验区建设的开
局之年局之年。。日前日前，，
天府新区成都天府新区成都
党工委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
印发通知印发通知，，要求要求
围绕加快全面围绕加快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创新改革试验
区建设区建设、、深入推深入推
进创新驱动发进创新驱动发
展展、、深化行政审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批制度改革、、加加
快土地使用管快土地使用管
理制度改革理制度改革、、加加
快生态文明制快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度建设、、深化投深化投
融资体制改革融资体制改革、、
深化人才管理深化人才管理
制度改革制度改革、、深化深化
统筹城乡综合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配套改革、、推进推进
社会治理改革社会治理改革
创新创新、、推进基层推进基层
党组织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和
管理创新等十管理创新等十
大重点全面深大重点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化改革工作。。

通知指出通知指出，，
要全面贯彻落要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实中央、、省委省委、、
市委部署要求市委部署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先行先试突出先行先试，，
围绕解决联系围绕解决联系
服务群众服务群众““最后最后
一公里一公里””核心问核心问
题题，，推动重点和推动重点和
关键领域改革关键领域改革
取得新成效取得新成效，，以以
重点突破带动重点突破带动
全面推进全面推进，，进一进一
步激发新区发步激发新区发
展的内生动力展的内生动力
活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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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成都科学城 摄影 刘海韵

“汽车将向智能化网联化发展”

教育部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
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教授，智能
物联网汽车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
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一开始就表
明了自己的观点：21世纪，汽车技术
将发生重大变革，诞生基于新一代

ICT的智能化、网联化的新型交通系
统，“未来，汽车将向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发展。”

李克强分析说，在美国、欧洲、日
本，汽车自动化、网联化已经形成产
业化、形成战略同盟。在国内，国家工
信部已经着手制定相关路线图，首个
吃螃蟹者也已经诞生——长安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已经进行试验阶段，从
重庆开往北京。

“智能汽车就是可部分或完全替
代人驾驶的汽车，终极阶段是实现完
全无人驾驶。”《中国制造2025》已经
规划出了中国智能汽车发展路径，将
分两步实现，近期规划到2020年、远
期规划到2025年。

“BAT已经大举进入智能汽车及
车联网领域。”李克强说，百度推出
Carlife，通过软件介入车联网领域；阿
里与上汽合作“互联网汽车”，共同打
造面向未来的互联网汽车生态圈；腾
讯打造“路宝盒子”，意欲抢占车辆入
口。华为、大唐则力推LTE-V通信设
备，建设我国自主车联网通信系统。

李克强建议，在中国发展智能网
联汽车瞄准三个突破口：北斗系统及
多模式通信的智能车载终端；LET/
5G等具有自主特色的通信系统；智能
网联汽车基础数据交互平台。

“新能源汽车处于爆发前夜”

“我们现在所说的能源危机，除了
指能源缺口，更重要的是指环境威胁。”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高文胜说。

在国内，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第6次会议研究中国能源安全
战略，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国
家的长期战略。

“这些形势对产业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爆发
增长前夜。”高文胜说。清华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承担了部分研究课题。

2015年9月，清华大学、四川省、
美国华盛顿大学、华盛顿州签署“2+
2”合作协议，清华大学和华盛顿大学
利用各自的技术优势，打造研发平
台、产业孵化平台和投资平台，建设9

个专业研发中心，大力推动新型可再
生能源、分布式发电、大容量储能、电
能传感器等领域的技术研究和关键
领域的重大突破。

“建议四川主攻纯电动汽车”

西华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
副院长、四川汽车关键零部件协同创
新中心副主任、教授彭忆强展望了十
三五期间四川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

彭忆强介绍说，经济发展助力中
国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目前，燃油
汽车面临着石油缺口、尾气污染等诸
多问题，真正进入黄金发展期的是新
能源汽车。

就四川而言，发展新能源汽车
优势明显且机遇满满。“四川电动汽
车产业链基础具备、电动汽车产业
链主体突显、运营配套设施日益完
善。”彭忆强分析，“产业长期向好趋
势显著。”

四川从什么途径着手，发展新
能源汽车？彭忆强分析，整车发展以
纯电动汽车为主攻方向，重点以中
型及以下车型规模化发展纯电动乘
用车为主，同时强化纯电动公交客
车、物流车、环卫车等发展，实现纯
电动技术在家庭用车、公务用车、租
赁服务、城市物流和环卫、城市公交
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张建

首届兴隆湖论坛 论剑能源与汽车新趋势55月月1919日下日下
午午，，天府大道南天府大道南
延线上的麓湖艺延线上的麓湖艺
展中心展中心，，由四川由四川
省科学技术协会省科学技术协会
指导指导，，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四川校友会和四川校友会和清清
华大学四川能源华大学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主互联网研究院主
办的首届兴隆湖办的首届兴隆湖
论坛在此举行论坛在此举行，，
1010余位国内知余位国内知
名汽车名汽车、、能源能源、、环环
保专家齐聚一保专家齐聚一
堂堂，，论剑论剑““新趋新趋
势势：：能源与汽车能源与汽车””
主题主题。。

在天府新区在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成都直管区，，汽车汽车
产业正蓬勃发展产业正蓬勃发展，，
目前已经布局有目前已经布局有
中信戴卡凯斯曼中信戴卡凯斯曼
汽车轻量化部件汽车轻量化部件
生产基地项目生产基地项目、、吉吉
利汽车等重量级利汽车等重量级
产业项目产业项目。。

新趋势下新趋势下，，
天府新区成都直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的汽车产业管区的汽车产业
面临着什么样的面临着什么样的
机机遇与挑战遇与挑战？？如如
何寻找最有利何寻找最有利
的发展途径的发展途径？？

5月19日，首届兴隆湖论坛召开，主题为“新趋势：能源与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