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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初秋，天气渐渐转凉，四川巴中经济开发区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杭萧钢构巴中项目一期的厂房已经建成，工人们正加紧
安装和调试设备。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2016年11月第十六届西博会期间，国内首家钢结构上市公司杭萧钢构牵手巴中，投资6亿元实施住宅产业化项目。经
过不到一年时间建设，今年10月底将迎来收获季——项目一期建成投产。“杭萧钢构是绿色建筑的缔造者，与巴中绿色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巴
中又是一座新兴城市，城市化提速将给企业带来无限的机遇。”项目负责人表示。

这位企业负责人说出了广大投资者心声。作为后发地区，巴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其良好的区位优势、独特的资源禀赋、一流的投
资环境，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目光。仅用三年时间，全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便实现了从十亿级、百亿级到千亿级的“三级跳”，预计五年时
间内，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将达到2500亿元。

巴中：打造投资洼地开放高地

近年来，巴中市产业园区连点成片，发展迅速。图为城郊一处产业园的一角。 碳素石墨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操作设备进行生产。

通道提速
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早饭后从巴中出发，逛一个小时的解放
碑，中午就吃正宗的重庆火锅。”近几天，巴广
渝高速即将通车的消息成为巴中市民热议的
话题。巴广渝高速重庆段一期已完工，今年
年底前可望全线通车，届时巴中到重庆只需
2个半小时。

另一条出川大通道——巴陕高速公路控
制性工程米仓山隧道也即将贯通，巴中到西
安的时间缩短为3个多小时，这条路也是四
川北上出川和华北、华中进入四川的最便捷
通道。

通江县境内，巴万高速路通江段正在快
速推进，红色通江即将告别没有高速公路的
历史，巴中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

近年来，地处成都、重庆、西安三大城市
几何中心的巴中市，交通建设突飞猛进，逐步
构建起了“148”（一座机场、4条铁路、8条高
速公路）的立体交通体系。成为成渝经济区
和关天经济区之间重要的联结纽带。

今年8月23日，巴中市出台《川陕革命
老区振兴规划实施方案》，明确要求通道建设
进一步提速，彻底破除基础设施瓶颈：除“铁
公机”外，还要加快建设水利、能源、信息的快
速通道，建成红鱼洞等一批大中型水库，加快

通南巴气田勘探开发，推进“三网融合”，到
2020年实现城乡宽带网络全覆盖。

产业壮大
特色优势产业助推绿色崛起

去年9月10日，川渝三大医药巨头——
科伦药业、恩威集团和太极集团负责人第三
次聚首巴中，参加四川三强中药配方颗粒生
产等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总投资3亿元。

三巨头抱团闯巴中，在业界引起强烈震
动。在巴中市举行的食品药品投资推介会
上，三家企业负责人当时仅用十分钟合计就
作出投资决定。原因有两点：一是提前卡位
迅速抢占中医药配方颗粒市场的“风口”，二
是看好巴中极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不久，

“巴中产”中药配方颗粒将面世。
绿色、生态是巴中最大的优势，巴中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 重点瞄准生物医药、旅游康养、食品饮
料、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积极
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助推绿色崛起。

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着力推进中药材产
业、医药工业产业、健康与养生产业、医药流通
产业建设。重点招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
基地、医药工业产业基地、新兴中医药健康旅
游、川东北重要的医药物流集散地等项目。

在食品饮料产业上，将积极打造西部绿
色食品饮料产业基地，重点发展饮料类、肉食
品类、食用菌及山林食品类、粮油及调味品
类、果蔬食品类产业，围绕银耳、茶叶、核桃、
芦笋、巴山土猪等本土特色优势产品，招引了
包括福建“好彩头”在内的一批食品饮料生
产、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电子商务、冷链
物流企业。

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上，依托丰富的非
金属矿产资源和产业基础，着力把石墨新材
料产业打造成主导产业，将巴中打造成石墨
之都和清洁能源之城，以石墨全产业链项目
和天然气清洁能源、精细化工材料研发生产
项目为重点，招引特色矿产资源开采加工及
现代高端应用等成链式项目。

巴中地处南北气候分界线，森林覆盖率
高达58%，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在98%以
上，是四川最佳森林康养目的地，光雾山-诺
水河世界地质公园已通过联合国实地评估，
光雾山景区正冲刺5A，米仓古道正申报世界
自然与文化遗产，巴中文旅康养产业极具前
景。“生态观光、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乡村旅
游、休闲度假”五大领域商机无限。巴中将全
面放开养老市场，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养
老机构和运营养老设施，建设川东北医养结
合融合发展示范片和秦巴生态森林康养服务
业发展带。

环境更优
利好政策层层加码

“巴中区位优势明显，地处成都重庆西安
三个城市的核心枢纽地带，交通条件发达；青
山绿水是巴中的无价之宝，良好的生态资源，
令巴中完全有机会成为大城市的‘后花园’；
巴中是革命老区，有《川陕革命老区振兴规
划》等众多政策利好。”今年7月，全国青年川
商巴中行，开元集团董事长赵思俭十分看好
巴中的前景。除此之外，巴中厚重的人文、巴
中人的开放和热忱也给企业家们留下了深刻
印象。

坐拥区位、资源、政策等多重优势，巴中
在优化软环境方面持续发力，让投资者享受
最优的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据巴中市投促
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巴中市出台系列文
件，规范招商引资工作机制，严肃处理损害投
资软环境的人和事。今年6月1日，出台实
施《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
措施的意见》，19条措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针对备受关注的贫困县企业上市IPO绿色通
道问题，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用好IPO
绿色通道，支持在巴中投资企业上市融资。
对在巴中市域内已经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企
业，首次在国内外(含境外)主板、创业板、中
小板上市公开发行股票的，给予300万元人

民币补贴。
为破除行政审批等手续办理过程中出现

的“中梗阻”，巴中市创新“114”政务服务模
式，挂牌成立巴中市企业投资促进协调服务
中心，通过“巴中智慧政务”这一综合平台，建
立行政审批代办、金融信贷领办、公共服务快
办、跟踪协调促办四种机制，设置了行政审
批、金融信贷、公共服务三个“一站式”窗口，
落实帮办代办人员11名，实施简易事项“马
上办”、优先推行“网上办”、复杂事项基本实
现“一次办”。

“没想到你们效率这么高，谢谢！”日前，
深圳前海特穗贸易有限公司项目经办人杨国
志前往投资促进协调服务中心，拿到了修改
完善后的相关资料。此前在办理工商注册
时，经办人错把公司股东登记为自然人持股，
该中心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与项目经办人
对接，为其提供全程代办，仅用2个工作日就
完成变更手续。

金杯银杯不如投资者的口碑。近年
来，巴中市先后入选“中国十佳最具投资营
商价值城市”“最具绿色（旅游）投资价值城
市”“中国现代物流示范城市”“中国十大发
展魅力城市”，入围“中国区域投资营商环
境榜”。巴中——四川北向东向的开放高
地正在崛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巴中三小时经济圈示意图

巴达高速兴文互通立交。

上个月，四川省第一批宫颈癌疫苗(全称：
双价人乳头瘤病毒吸附疫苗)到达成都，一部
分市民已经抢先接种。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正是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发现了人乳头状瘤
病毒（以下简称“HPV”），而这种病毒正是宫
颈癌的成因。他因这一发现获得2008年诺贝
尔医学奖，而他本人则在人类癌症领域有着
55 年的研究经验。9 月 13 日，在来蓉参加第
十六届“海科会”的间隙，哈拉尔德·楚尔·豪
森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谈宫颈癌疫苗
男女都应该注射

由于发现了HPV病毒，豪森拿下了诺
奖。事实上继HPV病毒的发现之后，豪森
转而研究与大肠癌相关联的红肉消费领域，
即牛肉中含有可能存在但尚未被发现的机
制，持续存在病毒源，并可能会传染给人

类，逐渐形成癌症。因此，豪森还被被誉为
抗癌大神。

豪森希望宫颈癌疫苗注射不仅限于女
性，男性作为病毒的传染者也应该注射疫
苗，效果甚至比女性注射疫苗要好。豪森
说，男性在某个年龄阶段中传播HPV病毒
的几率是更高的，因为男性的性伴侣比女性
要多。

性传播是HPV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而
HPV病毒不仅可以导致宫颈癌，还可以导致
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阴茎癌、口咽癌。
因此，HPV病毒的致病对象不仅包括女性还
包括男性，所以，男性接种HPV疫苗也很有
必要。

从事抗癌研究几十年，他表示，所有技术
的进步，包括发现不同类型的HPV，都是基于
基础研究。因此，首先要在基础研究上开展
更多的工作。“相比于预防，人们花了太多精
力在治疗癌症上，这给病人带来了巨大痛
苦。不仅仅是中国，在全球都是如此。”他表
示，必须要把多种预防手段付诸于实施，支持
医疗和生物医学的学生参与进来。

谈科学研究
要有点反教条的精神

豪森过去三十年致力于研究HPV和使
人感染的癌症。他说，诺奖对每个科研人员
都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耀和毕生追求的目
标。“能拿到诺奖本身也很兴奋。但是明显身
边的家人朋友更激动。”豪森表示，他本人觉
得一切如常，但不能否认的是，诺奖的的确确
改变了他的生活。

获得诺奖需要什么素质？在豪森看来，
首先要有感兴趣的话题；持续不懈的工作；最
重要的是不要被现存的教条所束缚。

“回头看就发现，教条恰恰就是可以实现
突破的东西。”豪森说，他本人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花费了很长时间，研究什么样的病毒让
人感染癌症。“最好的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逐
渐形成知识，可以有些稍微的反教条，不能全
盘信任书本，用德国的说法就是固执。”豪森
建议，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这意味着必须要
容忍一些反对意见，但从更长远来看我觉得
应该表现出一些执着，如果你非常相信自己
的判断，那就应该坚持下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刘秋凤
见习记者 罗田怡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张
想玲 见习记者 罗田怡）9月13日，
第十六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
才洽谈会(下称“海科会”)成都地区
活动结束。记者从“海外人才引进
暨项目合作签约仪式”现场获悉，截
至目前，大会共成功签约项目 39
个，签约金额599.2亿元人民币，较
去年增长57%。

经过前期充分对接，本届海科会
促成了一批人才合作成果。本次海
科会共有412名海外人才与四川省内
244家重点企业及产业园区、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签订了引才引智协议，较
去年增长48%。其中，博士304人，
约占74%；来川创业65人，全职来川
工作322人，来川短期服务或开展合
作25人；到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服务
126人，到企业工作的286人。

同时，罗伯特·默顿等海外诺贝
尔奖获得者、知名院士共9人（次）分
别被眉山市、遂宁市、四川大学和电
子科技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荣誉
市民和城市发展顾问。

此外，四川省与英国诺丁汉大
学正式签订省校合作协议，这是四
川首次与世界百强名校签订合作协
议。泸州市、绵阳市也分别与英国
诺丁汉市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
眉山市与美国加州中心签订加州智
慧小镇协议。

本届“海科会”围绕“万侨创新
汇智西部”主题，来自33个国家和
地区的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9名
院士、600多名专家学者和创新创业
人士齐聚一堂，期间共举办了 19
项、44场活动和9场项目路演对接。

“

年过七旬
与四川有着11年的缘分

四川，注定在高唯生命里留下一段深刻的
记忆。

1971年到1978年，他在青白江工作。在
那里，他邂逅了爱情，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在他

印象里，当时的青白江“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加几
家小商店”。最近他去过一次青白江，自贸区、
蓉欧快铁，赋予了青白江新的色彩，它早已不是
原来的样子。

“我对青白江是有感情的。”高唯顿了顿，思
绪仿佛飘回了那个青涩年代。当时，他在成都
钢铁厂上班，觉得四川人特别直爽，相处很融
洽。1981年底到1985年初，在读研后，他也继
续回到四川任教。前后算起来，他一共在四川
待了有11年。

如今，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他依然活跃在科
研的一线。

“我再多干几年，不是为了钱。”高唯很直
率。他说，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他对现在很满意。

人才“红娘”
引进“大师”不够年轻人才同样重要

对于引进人才，高唯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他认为，四川有很好的人才政策，特别是对

高端的科技人员很“偏爱”。这些高端人才发表
过很多文章，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是人才市场
上的香馍馍。然而，一些年轻的科技人才并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大师是指导，真正做事的人是年轻
的科研人员。高唯说，例如一些刚毕业的博士，
他们熟悉技术，也基本了解行业的未来发展。
现在的引才政策应该提高对年轻人的关注。

科研项目
与川内高校合作研究高铁材料

高唯清晰记得，若干年前，联合国前秘书长
潘基文去新西兰开会，在大学做了一个报告。

学生们问潘基文：“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
很不稳定，你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有什么意见？”
潘基文说，现在世界上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
是水，第二是粮食，第三是能源。没有水种不出
来庄稼，没有粮食的地方不会稳定。国家要发
展，能源是关键。高唯很同意潘基文的观点，他
研究的材料科技非常关注能源和环境。

本次来四川，高唯也带了合作项目。他透
露，他将和西南交大成立一个联合实验室，研究高
铁材料。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高铁技术不断
输出到国外。火车1小时开60公里和1小时开
300公里，因其震动和安全考虑，所用的材料差别
很大。除了时速，气候对高铁材料也有影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张想
玲 见习记者 罗田怡

签约金额达599.2亿元
第十六届海科会合作项目大丰收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高唯：

要在四川
研究高铁材料

虽已年过七旬，高唯看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作为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新西兰奥克

兰大学教授，高唯是材料科技领域的“大师级”
人物。虽然常年居住在新西兰，高唯却和四川
有着11年的不解之缘。他在青白江邂逅了爱
情，也曾在四川大学任教。这是他今年第5次
回国，也是连续第2次做客海科会。

9月13日，在第十六届海科会现场，高唯接
受记者的采访，就如何吸引人才、吸引怎样的
人才，谈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HPV疫苗之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

男女都应注射
宫颈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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