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新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纸上蓝图正在变成现实。
1月4日，四川天府新区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暨紫光IC国际城项目启动，此
次集中开工和启动31个项目，总投资
3084.07亿元。其中，产业化项目13
个，总投资约2857亿元；配套及基础设
施项目18个，总投资约227.07亿元。

其中，备受关注的紫光IC国际城、熊
猫大厦、万达国际医疗中心、省二医院天
府院区等项目于当日同时集中开工。

时值2018年新年伊始，这是天府
新区交出的新年首张“成绩单”。

科技产业
紫光IC国际城打造中国芯

紫光IC国际城项目是此次集中开
工的重点项目。它是近年来成都投资
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总投资约2000
亿元，包括芯片制造工厂和集成电路研
发设计中心。

其中，芯片制造工厂选址双流综保
区,总投资约 1770 亿元,用地面积约
1200亩,主要生产国际先进的手机基
带、物联网等逻辑芯片产品;集成电路
研发设计中心项目选址成都天府新区
直管区,总投资约230亿元,用地面积约
1950亩,以芯片制造工厂为依托,带动
展讯、锐迪科、新华三等产业链上下游
项目落户,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圈。

据悉，项目建成后将缩短我国集成
电路制造水平与国际一流厂商的技术
差距，对我国实现集成电路生产的高
端、自主、可控具有重大意义。

实际上，早在2017年4月，成都市
和紫光集团就项目落地的具体事项已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当时，紫光集
团董事长赵伟国曾举例说，以苹果企业
为例，苹果做手机产业，其利润占到全
球手机产业利润的90%。其他企业只
能做苹果的代工，苹果将核心技术紧紧

抓在自己手里。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
技术产业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集成电路市场，但国产化率不到10%，
芯片年进口额超过2000亿美元，长期
居各类进口商品之首。

民生医疗
增建2处三甲标准医院

医疗一直是民生热点。万达国际
医疗中心和省二医院天府院区的建设
进度，备受关注。此次，这2处医疗项目
也在集中开工之列。

据悉，万达国际医疗中心将在天府
新区投资60亿元,用地面积约166亩,
建设打造以世界顶级国际医院为核心
项目的医疗服务综合体,国际医院设置
标准为三级甲等以上的综合、非会员制
医院，床位设置约500张,外籍医生比例
不低于20%。

此外，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在万安
街道区域投资20亿元，建设用地面积约
135亩,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设计
床位1000张以上，定位为公立非营利
性三级甲等的综合医院。

城市地标
677米熊猫大厦夺人眼球

在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中，熊
猫大厦很夺人眼球。

现场提供的资料显示，中海集团在

会展功能区投资约300亿元，建筑面积
约 130万平方米，建设包括城市地标
677米的熊猫大厦、总部经济建筑群和
宜居综合社区等。

◆人物观点◆

中国集成电路崛起的关键

紫光的目标很明确：不仅要打破国
际巨头在芯片产业上的垄断，更要提升
中国芯片产业的整体水平，进而改变全
球芯片的产业格局。

为什么中国要做集成电路？紫光集
团董事长赵伟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
说，2017年全球集成电路产值约4千亿美
金，中国进口的约2500亿美金。这里面，
如果中国能自主生产一半，就可以节约上
千亿美金的外汇。这意味，发展集成电路
对中国经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如今，正
是中国发展集成电路的好时代。因为市
场、人才、资本三大要素都已具备。

“我们今天的成就只是‘小荷才露
尖尖角’，未来依然是征途漫漫。再用5
年，我们就能在这个领域彻底站稳脚
跟。”赵伟国说，要完成这个任务，他算
了一下，未来10年还要投入1000亿美
元，每年要保持100亿美元的投资强度，
这也是国际巨头每年的投资规模。

赵伟国认为，紫光在成都的项目是
紫光的三大核心布局，也是中国集成电
路崛起的关键之一，他希望项目能尽可
能早地投产。

◆链接◆

31个重大项目启动

31个项目中涉及总部经济类7个，
含熊猫大厦、新疆广汇第二总部、温州
商厦、华西上和、雅堂企业总部及电子
商务平台开发项目、保利中心、传化智
联西部运营总部等，总投资约 454 亿
元；会展经济类项目2个，有天府国际金
融中心及万科中西部区域总部、天府国
际保税商业中心等，总投资约317亿元；
科技创新类项目2个，包括海天集团研
发总部、天齐锂业全球研发中心暨新能
源产业投资总部，总投资约10亿元；先
进制造业类项目2个，包括紫光IC国际
城、沃尔沃polestar新能源汽车等，总
投资约2076亿元。

配套项目10个，涵盖天府中心国
际社区、万达国际医疗中心、蔚蓝卡地
亚五星级酒店（花园城国际度假中心
项目）、金茂万豪酒店、润扬兴隆湖五
星级酒店、天府万科云城、省二医院天
府院区等，总投资约219.25亿元；以及
基础设施类项目 8 个，总投资约 7.82
亿元。

据悉，天府新区正在构建高新技术
服务、国际会展、总部经济三大产业生
态圈。随着31个项目的启动和开工，天
府新区将形成天府中心片区和鹿溪智
谷核心区，经济地理正在重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 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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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都市公共资源
交易额首破3000亿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1月4
日，记者从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获悉，2017年成都市公共资源交
易额首次突破3000亿，达到3055.88
亿元，较上年增长63.81%，实现溢价
357.37亿元，溢价率37.91%，节约资金
更是达到了89.71亿元，节约率4.86%。

近年来，成都市委市政府不断深
化公共资源交易改革，狠抓公共资源
项目“应进必进”，推动实现了公共资
源项目公开透明集中依法交易。
2017年，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以
市级交易平台提质升级和全市交易
平台一体化发展为重点，着力深化服
务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发挥
了交易平台资源要素支撑、城乡建设
资金支持、营商环境营造和重大项目
服务保障功能。

首先，聚力“放管服”改革。建立
综合服务窗口，深化一窗式业务办理，
强力缩短业务办结时限，梳理制定66
项对外服务事项目录和119个流程岗
位作业标准。制定《规范化服务行为
手册》和《常见业务咨询100问》，出台
交易服务制度43项，建立完善了跟进
服务、主动服务、延时服务和重大项目
服务工作机制。

其次，深化互联网+交易服务，建
成了全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云平台，
建立完善“门户网站+手机移动APP+
微信公众号”于一体的网上办事大
厅。上线引入电商的政府采购电子商
城，有效解决了政府采购质次、价高、
时间长的问题。上线试运行工程建设
项目电子招投标系统，实现了全项目
全流程电子化交易。

第三，强化精细化管控。推进廉
政风险点动态分级防控，推进领导干
部交易现场巡查常态化，把意见征集、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
体审议作为重大决策和处置交易矛盾
纠纷的必经程序。配合建设公共资源
交易诚信体系，完善厉行法治监督体
系，确保公共资源始终在阳光下交易。

最后，推进一体化发展，交易服
务事项全城通办标准统一。深入推
进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业务融合、
数据融合、平台融合，建立全市交易
平台常态联系指导机制、工作动态交
流机制、重大事项协同推进机制、信
息系统互联共用机制和业务考核指
标体系，基本实现交易服务事项全城
通办。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编读往来

1月3日01版，《袁隆平以信改
词，忆母家书填出童谣<我有一个
梦>》中，小标题“一阙词”应为“一
阕词”。

本报就以上差错向广大读者
致歉，并向指正差错的读者致谢。
纠错请拨打本报热线028-96111。

新作为

新时代
新气象

为一个内陆城市，成都早已在国际舞台
上崭露头角。它的开放，从这些年收到
的众多国际礼物中可见一斑。

“成都国际友城交流展”陈列了全球各国友
好城市送给成都的礼物。这些礼物五花八门，
有水晶制品、自行车、毛绒玩具、衣服、球帽，甚
至还有拳王金腰带……千里送鹅毛，礼轻情谊
重。每一样礼物都独具特色，象征成都与国际
好友们的友谊。

据悉，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为主
题，成都国际友城交流展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
呈现了近200件外事展品，展览将一直持续到3
月11日。

晒“国际朋友圈”五花八门的礼物
成都国际友城交流展陈列近200件外事礼品

天府新区交出新年首张“成绩单”
31个重磅项目启动总投资超3000亿元

5日起成都取消黄色预警
尾号限行恢复“鸳鸯锅”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大红
锅变回鸳鸯锅。1月4日晚，记者从成
都市交管局获悉，5日起，成都将解除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临时交通管理措
施，机动车尾号限行范围由原来绕城
高速以内的所有道路恢复至二、三环
路之间区域的道路。

1月4日上午10时，南充召开监察
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前，南充市委书记
宋朝华，南充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伍定，共同为南充市监
察委员会挂牌。省纪委副书记贾瑞云
出席大会并讲话。

成立大会由南充市委副书记、市长
吴群刚主持。会场庄重，120余名南充
市纪委监察委的同志，全部着正装参
加；会议简短，只有三个议程。首先由
南充市监察委主任伍定作表态发言；之
后，南充市委书记宋朝华讲话。

第三个议程，受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省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副
组长、办公室主任王雁飞同志的委托，
省纪委副书记贾瑞云，代表省纪委、省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对

南充表示热烈祝贺并讲话。
贾瑞云说，南充市监察委员会的成

立，标志着南充改革试点工作站稳了第
一个台阶、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得益于
省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监察委员会成
立之后，南充市纪委监委要把人员磨合
作为重要工作来抓，推动理念思想、情感
文化的全面融合，实现合编合心合力。”

他要求南充坚持问题导向，形成顺
畅高效的运行机制。“要迅速依法开展
工作，严格执行宪法和相关法律，坚持
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执纪审查与
依法调查顺畅对接，加强监察机关与执
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衔接，形成既
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讲话最后强调：南充市监察委员会
成立之后，任务更多了，责任更重了，纪

律和要求也要更高、更严。“纪委监委班
子要带头加强自身建设，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带头遵守党章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加强干部队伍日常教育监督，深入开
展内部巡察，对违纪违法零容忍，打造守
纪律、讲规矩、拒腐蚀的工作机关。”

据悉，我省继德阳市监察委员会首
先挂牌成立后，内江、雅安、攀枝花、阿
坝、泸州、遂宁等市级监察委员会已相
继挂牌成立。1月中旬前，全省21个市
级监察委员会将全部挂牌成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笑董兴生

1月4日，南充召开监察委员会成立大会。

南充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

天

四川天府新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暨紫光IC国际城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府新区举行。

精妙绝伦
部分礼物是外国总理馈赠

这些礼物很珍贵，有2013年法国前
总理赠送的徽章，德国前总理赠送的机
械模型，巴基斯坦前总统赠送的银盘，
澳大利亚前总理亲笔签名的板球拍等。

2014年卡塔尔航空赠送给成都一
个水晶马。据现场的讲解员介绍，这个
精美礼品是卡塔尔航空在施华洛世奇
订做的。因2014年是马年，由此订做了
一匹飞马。

2014年奥地利联邦商会赠送的礼
物也是精妙绝伦。一只水晶烛台在灯
光下映照出七彩光，璀璨夺目。奥地利
铅玻璃工艺技术世界闻名，因制品呈水
晶质感也称奥地利水晶。

目光转移到非洲，突尼斯苏赛市在
2016年赠送了一个锡制橄榄树枝。锡
制品是突尼斯的特产。摩洛哥非斯市
的礼物是银茶壶，壶嘴呈蛇头形，很有
异域特色。毛里求斯第一副总理赠送
的帆船模型，非常精美，观者仿佛隔着
千山万水，也能听见海浪滔天的声音。

德国波恩市很实在。展厅内最大
体积的展品来自波恩市2016年赠送的
礼物，这是一尊贝多芬雕像。它由成都
与贝多芬故乡波恩的艺术家共同创作，
贝多芬全身被绚烂的色彩所包裹，意味

着灵动音乐的韵律之美。

五花八门
有自行车、维尼熊等礼物

中国有皮影戏，你知道印尼也有皮
影戏吗？2012年，印尼驻华大使馆送给
成都的礼物就是“皮影”。据介绍，皮影
戏是印尼的国粹，爪哇皮影戏在2003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名录。

2013年，荷兰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
部千里迢迢送来一台自行车。为什么
送自行车呢？成都博物馆的介绍写到，
荷兰地势平坦，注重环保，人均拥有自
行车的数量居世界前列，被称为自行车
王国。当然，随着共享单车在成都的兴
起，成都的自行车数量恐怕不输荷兰。

加拿大温尼伯市送的礼物最有童
趣——维尼熊毛绒玩具。因为维尼熊
是温尼伯市吉祥物，其名字“维尼”来源
于该市名Winnipeg。

展品唯一的一件“衣服”礼物来自
于非洲莫桑比克马普托市。这是一条
裹身裙，是该国女性的传统服饰，裙身
绘有马普托市徽图案。

体育迷们可能会很开心。这里还有
英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赠送的签名球
衣，美国亚利桑那州送的棒球帽，美国拳
击运动推广代表送的拳王金腰带模型。

（上接01版）
本次共开工、启动重点项目31

个，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其中，投
资总额约2000亿元、技术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的集成电路龙头项目——
紫光IC国际城项目，包括芯片制造
工厂、集成电路研发设计中心等，具
有国家战略意义，对全省从“芯”到

“云”的高科技产业生态圈建设将起
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这一批重
点项目的集中开工和启动，对推动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全省“四项重点
工程”、增强天府新区城市功能和能
级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范锐平说，成都市将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扎实
抓好天府新区建设，着力优化城市形
态、强化功能支撑、创新要素供给、培
育产业生态、营造一流环境，加快把
天府新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最具活
力的新兴增长极、宜业宜商宜居的国
际化现代化新城、内陆开放经济高
地，为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赵伟国说，成都紫光IC国际城
项目是紫光集团在国内芯片制造领
域的三大重点布局之一，在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
义。紫光集团将与省、市、区有关方
面共同努力，加快推动这一重大项目
启动建设，培育和打造芯片产业“国
家队”，助力四川集成电路产业加快
发展、做大做强。

13时45分许，王东明宣布：天府
新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紫光IC国
际城项目启动。

活动开始前，王东明还听取了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关于天府新区重大
项目布局以及本次开工、启动项目情
况汇报。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宁，省委常
委、秘书长王铭晖，成都市委副书记、
市长罗强，省直有关部门，紫光集团
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开工项目负责
人和项目建设工程单位代表等出席
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摄影报道

作

印尼驻华大使馆送给成都的礼物——“皮影”。
非洲莫桑比克马普托市赠

送的一条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