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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千亿成都发展基金
力争带动5000亿社会资本

“产业新政50条”还涉及多项提
升财政金融服务能力的政策措施。

在财政支持上，设立规模1000
亿元的成都发展基金，通过子基金
群力争带动5000亿元社会资本，投
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未来产
业。对初创期、成长期的金融科技
中小企业，还将设立规模10亿元的
金融科技产业创业投资子基金。

同时，金融全产业链招商将展
开，促进内外资银行、保险、投行、证
券等金融机构在蓉设立地区总部，
推动金融机构在蓉设立结算中心、
数据中心、资产管理中心、信用卡中
心等功能性总部。对新设立或迁入
的境内外法人金融机构总部给予最
高4000万元的落户、办公用房（含
租赁）和项目补助。

打响人才争夺战 培育本土“独角兽”企业

7 月 15 日 ，成
都。一批来自全国
的大学毕业生在此
汇 集 。 他 们 从 北
京、上海、广州、武
汉、昆明、长沙等地
而来，面试、求职，
准备翻开人生的新
篇章。

小周刚从北大
毕业，在这个求职
季，他的首选就是
成都。“因为成都高
科技产业的环境非
常优越，我们有不
少师兄都在成都工
作。比起北上广，
这里的产业环境一
点不差，但是生活
成本却要低得多。
我是长沙人，成都
跟长沙的气候、饮
食也挺相近的，所
以我希望能在成都
安居乐业！”

像小周这样的
毕业生还有很多，
在这个夏天，他们
收拾好行囊，带着
梦想，来到成都。
抵达成都后，小周
和这些大学生们，
住进了成都青年人
才驿站，7 天以内，
他们都可在此免费
入住。

上周，成都正
式发布“产业新政
50条”，打响人才争
夺战。成都要以更
开放、包容的姿态，
鼓励青年大学生扎
根，改革人才落户
制度，进一步放宽
落户限制，实行全
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上青年人才凭毕业
证落户制度。

除了鼓励人才
来成都落户外，新
政还鼓励企业家依
托高校院所科技、
人才、平台等资源
创新创业，积极培
育“独角兽”企业，
从人才集聚培育、
技术创新供给、金
融供给支撑、优化
产业生态等方面出
台 诸 多 举 措 支 持

“独角兽”企业产生
和发展。

成都改革人才落户制度，进一步
放宽落户限制，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青年人才凭毕业证落户制度。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本科生、研究
生还是博士生，只要你想来成都发展，
都可凭毕业证申请办理落户手续。

除了广邀全国青年人才落户外，成
都还对毕业5年内在蓉创业的大学生，
给予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
全额贴息支持。在华高校外国留学生
来蓉创新创业，可以申请最长5年私人
事务类居留许可。同时，还要为境外高
校外籍毕业生来蓉实习提供实习签证。

为紧缺人才提供公寓
租住满5年可低价购买

“产业新政50条”提出，要加大人
才公寓和租赁住房建设力度，对急
缺紧缺人才提供人才公寓租赁住房
保障，确保各类人才“住得上房、安
得了家”。

此外，租住政府提供的人才公寓
满5年，按其贡献以不高于入住时市场
价格购买该公寓。在产业新城建设配
套租赁住房，由各区（市）县政府根据
企业和项目情况，按市场租金的一定
比例提供给产业高技能人才租住。鼓
励用人单位按城市规划与土地出让管
理有关规定自建人才公寓，提供给本
单位基础人才租住。

应届本科生来蓉应聘
持面试通知可免费住7天

成都市还为本科生求职提供住
宿。外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应届毕业
生来成都应聘，可提供青年人才驿站，
7天内免费入住。

成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才办
主任彭崇实告诉记者，“外地”二字指的
是凡成都市域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不
仅包括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四川本地除
成都市外的也包括。应届毕业生持成
都市域内单位发出的面试通知来到成
都后，均可在面试单位所在区域申请7
天以内免费入住青年人才驿站。

目前，包括高新区、天府新区、成
华区、青羊区等区的首批13个青年人
才驿站已经开启。从7月15日起，正
式接待符合条件的人才入住。而未
来，成都的22个区（市）县都要建设青
年人才驿站，配套建设青年人才之家，

累计提供700多个床位，预计每年可服
务约25234人次。

事实上，青年人才驿站仅是成都
“蓉漂”计划的一部分，它还包括青年
人才云服务平台和青年人才之家等内
容。为来蓉、在蓉高校毕业生提供就
业培训、城市融入、人才交流等公益
性、综合性服务，努力推动高学历青年
人才在成都汇聚。

国际顶尖人才来蓉创新创业
最高综合资助1亿元

为大学毕业生落户，为找工作的
年轻人提供住宿，为急缺紧缺人才租
赁公寓，那么成都将如何对待国际顶
尖人才？

记者了解到，“产业新政50条”明
确提出，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成
都创新创业，最高给予1亿元综合资
助；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专家等来蓉创新创业或做
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家、科
技人才，成都将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
金资助。

对市域实体经济和新经济领域年
收入50万元以上的人才，按其贡献给
予不超过其年度个人收入5%的奖励；
对全市重点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
业新引进的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
高技能人才，3 年内给予每人最高
3000元/月的安家补贴。

此外，成都还将支持在蓉高校和
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根据成都产业发
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并给予
最高2000万元补贴。

鼓励在蓉企业与高校、职业技术
（技工）院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给予
最高500万元补贴；合作建设学生实训
（实习）基地，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

对企业提升职工技能和专业技术
水平给予每人最高6000元职业培训
补贴奖励。同时，支持企业建立首席
技师制度并对设立首席技师工作室的
给予最高10万元补贴。

同时，成都还要设立1.6亿元专项
资金，支持职业技术（技工）院校、高
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
面向社会开放培训资源，向有就业创
业愿望的市民提供免费培训，并对新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全额报销考试
费用。

作为西部创新创业的领军城市之
一，成都何时才会出现“独角兽”企业？
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卢铁城表示，目前成
都的人才、技术、金融、产业生态正在多
重发力，未来成都不仅有大熊猫，还将
有“独角兽”企业生根、成长。

亟待催生“独角兽”
成都目前存在短板掣肘

作为新经济的发展引擎和引领变
革的代表性群体“独角兽”企业，为何
未能在成都出现？

卢铁城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对国
内“独角兽”企业的分布领域及区域、
主要特征、发展趋势等做了初步分
析。发现国内“独角兽”企业的产生主
要依赖于区域资源禀赋，大企业布局
生态圈是“独角兽”企业的重要来源。

而成都，有56所高校、30个国家
级科研机构，各类研究机构700余个，
创新资源禀赋深厚。特别是近年来，
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充分激发。“但
是，我们清醒地看到，成都存在科技型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发展后劲不
足，高新技术企业总体规模不大、科技
领军企业缺乏，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化
发展程度不高等问题。”卢铁城坦言，
在催生“独角兽”企业的独特资源禀
赋、大企业主导的行业生态圈以及新
技术发展等方面，成都目前还存在一
些短板。

积极培育“独角兽”
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最高资助2亿

如何突破这些问题？
此次发布的“产业新政50条”提

出，“鼓励企业家依托高校院所科技、
人才、平台等资源创新创业，积极培育

‘独角兽’企业”，从人才集聚培育、技
术创新供给、金融供给支撑、优化产业
生态等方面出台诸多举措支持“独角
兽”企业产生和发展。

在加强技术创新上，将筹建成都
创新创造研究院，最高给予2亿元支持
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共建
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最高给予1000
万元资助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实施产业
集群和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最高给
予300万元支持企业建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

各类主题利用闲置资源改（扩）
建创新创业载体，最高给予500万元
支持。在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上，
深化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知识产
权方面，还将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
院，加大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和维权援
助力度，为“独角兽”企业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

启动重点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
建潜在“独角兽”企业培育库

卢铁城透露，接下来，成都市科技
局将按照“产业新政50条”的要求，启动
实施成都市重点科技型企业培育计划。

“我们将构建多层次、分阶段、递
进式的培育体系。”卢铁城说。成都将
按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成都创造”领军企业的培育路径，孵
化培育一批潜在“独角兽”企业，建立
潜在“独角兽”企业培育库。

通过这些方式，打造良好的“独角
兽”企业发展平台和环境，形成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新经
济快速成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成为成都制造向成都智造、成都创造
转变的主力军。

关键词 人才

大学生可凭毕业证落户
毕业5年内创业 最高贴息贷50万

关键词 独角兽

多方发力培育“独角兽”
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最高资助2亿

关键词 金融服务

5G网络明年或将开通试点
1秒下载超高清电影

成都将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成都市经信委党组书记施跃
华在发布会上透露，成都有望在全
国率先开展5G试验网建设，力争明
年在部分区域开通试点。

5G时代来临，成都市民的生活
将有何变化？“如果说4G改变了生
活，那么5G将改变社会。”施跃华描
绘了一个5G时代生活画面。下载
一部超高清电影可以在1秒内完成，
戴上VR头盔就可以在家里逛商场
选商品，自动驾驶等车联网将成为
现实。

关键词 数据资源

5年内“一带一路”沿线
建30个“海外成都”工作站

“产业新政50条”在助推企业
“走出去”方面也制定了很多具体政
策措施。

鼓励企业建设境外产业合作园
区，对成都企业主导建成并投入运
营的境外产业合作园区，给予企业
最长4年最高100万元/年的支持。
支持企业海外布局，对成都市企业
控股的新设境外企业，给予最长3年
最高100万元/年的支持。在对外
交流服务方面，力争5年内在“一带
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建设30个“海
外成都”工作站。

关键词 企业“走出去”

弹性供应工业用地
年期出让一般不超过20年

成都将优化土地利用规划，优先
保障产业用地需求。除计划单列外，
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倾斜安排70%用
于工业、物流、文旅、创新产业、农产
品加工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成都将实施工业用地弹性供
应，“分类采取弹性年期出让、租赁、
先租后让等多种供地方式，弹性年
期出让一般不超过20年，租赁年限
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后可续期出
让或租赁”。

关键词 土地资源保障

成都为企业“减负”
降低能源、物流和交易成本

在能源成本上，降低企业用电
和用气成本，推进售电侧改革试点，
对“东进”等重点区域、重点产业和
重点项目提供综合用能服务和优价
供电。

在物流成本上，推动电子口岸
建设，全面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服务和一体化通关，定期向企业
公布口岸作业流程和全程清关时
限，推行“7x24小时”通关。

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上，落实西
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
的企业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符合国家产业方向的特殊困难企
业，依法依规享受相关税收的“减、
免、缓”政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谢燃岸

关键词 降成本

成都发布“产业新政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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