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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谈发展：
不能过于追求速度，要强调质量

记者：您为什么愿意接过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总经济师的聘书？

杨博：有两个原因。首先，我看好天
府新区的发展。这些年，因工作原因，我
曾多次到访过天府新区，对它的发展有
一定的了解。目前在国家级新区中，天
府新区在一些经济数据上不算是最好
的，但它在产业能级、发展潜力上，表现
非常好。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个人优势。我在
前海深港合作区工作了多年，比较了解
其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等。现在的天府新
区很像几年前的前海深港合作区，我相
信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到现在的
天府新区。

记者：您对天府新区的总体经济运
行情况有怎样的判断？

杨博：前几年，天府新区处于打基础
的阶段。这个阶段，不能过于追求速度，
而应强调质量，因为只有基础打牢了，下
一步才能跑得快。就像前海深港合作区，
最初的填海阶段，也是什么都看不到。

今年，天府新区各方面的基础都起
来了。伴随着许多重量级产业项目的加
速入驻、自贸试验区的政策红利等，天府
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从能力上
看，天府新区应有自信迈入国家级新区
的第一方阵。

谈建议：
“四个并重”为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记者：作为总经济师，对天府新区发
展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博：发展天府新区，不应用传统的
思维，我认为应做到“四个并重”：

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并重——
天府新区是国家战略，但同时它也要服
务地方。天府新区的发展，应与成都的经
济发展步调一致。作为中西部的特大中
心城市，国际化是成都最大的发展目标
之一。天府新区也应更加注重国际化，比
如更好地布局国别合作项目，提升产业
与国际接轨的水平；更多地引入国际人
才，让国际人才把这里真正当作工作、生
活之地。

布局基础产业和创新产业并重——
现在很多新区都在强调发展创新产业、
培育“独角兽”企业。其实任何一家“独角
兽”企业，都与基础产业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以无人机为例，它的产生就是基于
精密加工和电子信息等产业。所以天府
新区在布局产业时，眼光一定要同时聚
焦基础产业和创新产业。

对外招商引资与自我发展并重——
任何一个新区都要重视招商引资。但任
何一个新区发展原动力的形成，不能只
靠招商引资，还必须重视自身的发展，培
育本土的企业。这一点，应该向深圳的蛇
口学习，平安银行、招商银行等具有“蛇
口基因”的大企业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天府新区未来也应该培育出更多具有

“天府基因”的本土企业。
吸收运用政策与自我创新并重——

当前的天府新区面临着自贸试验区这个
大好机遇，我们应当抓住、抓好这个机
遇，把政策用起来，并且用活。在吸收完
第一批国家普惠性政策后，要加速推出
适合自身产业特点、消费习惯的政策，为
新区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记者：聘书中关于您的职责部分，为
什么特别提到了“天投集团（成都天府新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杨博：是的，天投集团将是我任职
期内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我很高
兴，天府新区内有这样一家企业，它本
身具备很好的底子，是我前面讲到的具
备“天府基因”的企业。它应当成为天府
新区发展中的“定海神针”和“创新引
擎”。任职期间内，我会帮天投集团做好
规划，使其尽快成为一家自贸体系下国
内领先的综合性投资集团，成为国有资
本公司的典范。

本报讯（记者 蒋君芳）9 月 7
日，位于成都中法生态园的神龙汽
车成都工厂投产一年，累计生产整
车59993辆。不到两年提前建成，不
到一年连续下线三款SUV新车型，
这一项目显现出国别合作园区在四
川天府新区的发展活力。

不久前，中意文化创新园区签约
落户四川天府新区。至此，中德创新
产业合作平台、中韩创新创业园等四
大国别产业园在四川天府新区汇聚，
新川创新科技园还获批西部首个国
家级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
新基地。四川天府新区收获了面向

“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的丰硕成果。
以天府新区为纽带，四川加速拥

抱全球。与此相关，今年以来，四川天
府新区实现跻身国家级新区以来的
最快发展势头——一季度，天府新区
创造GDP最高季度增速；上半年，天
府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0.9亿
元，同比增长9.1%；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1172.2亿元，增长48.4%……

“天府新区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城
市极核，这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波
兰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卡夏毫不
吝啬地赞美。起点成都，终点罗兹，疾
驰的中欧班列，已把天府新区众多企
业与波兰紧密联系在一起。

展现在全球面前的“新天府”，
正成为创新领域的“多面手”。抓住
四川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
机遇，天府新区吹响军民融合产业
发展的冲锋号，航天科工工业大数
据国家工程实验室、量子传感技术
中心、中核新能源研究院、盟升电子
卫星通讯研发中心……一大批军民
融合项目循声而至。

重大产业的支撑作用，越来越

强。去年，天府新区成都片区汽车整
车年产量突破 110 万辆，电子信息
产业年产值突破500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600家，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达310家。今年上半年，天
府新区眉山片区成功引进了美国雅
保新材料、中建天府新区新材料产
业园等 6 个产业化项目，协议投资
约 51 亿元，招商到位资金 54.9 亿
元，同比增长10.7%。

值得关注的是，在持续提升汽
车和电子信息产业优势的同时，四
川天府新区以全球视野紧盯新兴产
业动向，加快培育生物医药、新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
新兴产业。

4月，投资超过2000亿元的紫
光项目落户，将瞄准我国高端集成
电路产品设计、制造等薄弱环节，汇
聚全球高端科技产业链，打造世界
一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5月，成都
天府国际生物城 11 个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掀起了生物医药产业在天
府新区的发展热潮；7 月，劳斯莱
斯、空客等航空业巨头的一级供应
商加德纳航空控股有限公司，将其
全球旗舰工厂开在了天府新区双流
片区……

最新的一次重大项目落地是在
9月6日，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投资60亿元建设国家
生物医学大数据产业园。而在 9 月
20日，通威太阳能成都电池生产基
地二期项目，将在天府新区成都片
区建成，全面展现工业4.0“智能制
造”风采。其产能和规模是一期项目
的两倍，建设周期同样只用七个月，
将再度刷新“新区速度”。

从高端产业起步
聚集全球智慧

到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参观，第
一站选哪里？很多人作出的选择是：
能眺望兴隆湖的规划展示厅。那里可
以看得到未来。

“前两年是打基础，今年进入了
全面加速、提升发展的新阶段。”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科技创新和新经济
局副局长黄磊认为，随着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知名度、美誉度的逐年提
升，投资的大趋势已经形成。

美国华盛顿大学清洁能源研究
院院长丹尼尔·施瓦茨感同身受。“去
年我来时看到的还是一片工地，现在
已有那么多企业和机构入驻。”

黄磊对引进落地和投入使用的项
目清单了如指掌——以启明星辰、亚信
安全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网络安全产业，
以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院、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北方激光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四研究院等为代表的光电和激
光产业，以清华紫光等为代表的大规模
集成电路产业，他们为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产

业服务基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还有一个目标，聚集全球智慧，争
创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从中科院成都分院到北航西部
国际创新港，从电子科大天府数智谷
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都分院，从清
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到斯坦福
天府研究院，大批海内外知名院校、
科研机构先后落户。

兴隆湖畔的成都科学城，由此布
局了多个大科学装置。其中，“聚变堆
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是“十
三五”优先布局的 10 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它对推动
四川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重大创新平台体系，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
中心等将起到关键作用。

为了让海内外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用得好、过得美”，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实施“天府英才计划”，设立
1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奖励补贴
引进的各类人才，从入户、安居、教
育、医疗等方面给予全面保障。

与此相关，成都实施人才落户新

政以来，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是最热
门的区域之一。

追求极致优势
将城市融入自然生态中

预计今年底，成都与紫光集团合
作投资建设的紫光小镇项目，将在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正式启动建设。

这一近年来成都最大的工业投资
项目，目标是打造集成电路生态圈，它不
仅推动成都乃至四川集成电路产业向
更大规模、更高层级发展，更对我国实现
芯片生产的自主可控具有重大意义。

紫光小镇位于鹿溪河下游，将在
建设中遵循天府新区“生态优先”和

“产城一体”的规划理念。
不仅紫光小镇，鹿溪河流经天府新

区成都直管区50公里，生态环境优美。
为了沿河发展，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布
局了鹿溪智谷高技术服务产业生态带。

丹尼尔·施瓦茨说，兴隆湖畔，像
华盛顿州西雅图一样令人愉悦。与他
一样，到过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的海
内外客商，纷纷为环境点赞。这恰是
其吸引高端项目和高端人才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规划面积
564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建设用地规
划168平方公里，只占约30%。”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国土局副
局长古利军说，“天府新区成都直管
区内有龙泉山、锦江、鹿溪河、东风
渠，还有 200 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流，
我们都对其进行保留和治理，使整个
城市融入到自然生态中。”

“‘水润天府’的盛景正在直管区
变为现实。”据他介绍，直管区近400
平方公里的生态用地，按照“一山、两
楔、三轴、五河、六湖”进行规划，其中

“三轴”即三条生态隔离走廊，均呈东
西走向，从而确保直管区按照组团式
理念建设，避免“摊大饼”，力争把生
态优势发挥到极致。

国家设立雄安新区后，天府新区成
都管委会又聘请曾参与雄安新区规划编
制的规划团队对成都直管区的规划进行
优化提升，使之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古利军认为，随着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的城市主路网形成骨架，教
育、医疗等设施投入使用，直管区将
聚集越来越多的人气，这又为直管区
崛起注入“加速度”。

今年以来，四川天府新区呈现设立以来的最快发展势头

在四川，有一种速度叫“新区速度”

作为核心区域，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发展蓝图成了看得见的风景
9 月 10 日，中美“2+2”清洁能源

论坛在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举行。来
自华盛顿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相关知
名能源企业的专家、企业家，碰撞智
慧，共商清洁能源发展的未来。

距离兴隆湖不远，“V”字形的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似一只展翅高飞的大
鹏，即将迎来又一批海内外客商。

9 月 15 日，第二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
川）国际投资大会将在此拉开帷幕，
包括 75家世界 500强企业、56家中国
500 强企业在内的 700 余中外知名企
业、2 万余名嘉宾将碰撞出发展合作
的机遇。

兴隆湖畔高楼林立，博览城内人
气升腾，鹿溪河段绿色延伸，新区路
网四通八达……跻身国家级新区近3
年，四川天府新区的核心区域——天
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正将发展蓝图变
为看得见的风景。

访谈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总经济
师杨博谈天府新区发展——

培育更多
具有“天府基因”的
本土企业

“不唯地域、不求所有、不拘一
格”，新区发展，借“智”前行。

继聘请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副院长匡晓明担任天府新区成都
管委会总规划师后，9月6日，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正式聘请前海金控董事长
特别助理、基金集群事业部总经理、前
海深港基金小镇董事长杨博担任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总经济师，任期2年。

这位总经济师的履职计划中，会
有哪些关键词出现？9月11日，记者连
线远在深圳的杨博，进行了专访。

□本报记者 蒋君芳

□本报记者 张守帅

上图 规划建设天府新区，坚持
了生态优先理念。图为锦江生态带。

下图 室内外展览面积达30万平
方米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于今年
6 月正式投入使用，这里将是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会的永久会址。

本版图片由天府新区成都管委
会提供

以成都科学城为载体，四川天府新区正争创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图为成都科学城菁蓉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