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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新华社南昌6月11日电 中宣部11日在江

西于都、瑞金和福建长汀、宁化举行“壮丽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
活动启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不忘初心使命、传承革命精神的嘱托，坚定
理想信念，保持革命意志，用双脚踏寻革命先辈
的足迹，用镜头和笔触描绘新中国70年的壮美

画卷，激励全国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黄坤明指出，江西和福建是充满红色记忆

的红土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由此出发
再走长征路，就是要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让革命历史照进现实，用革命精神启迪未
来。 （下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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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罗田怡 雷远东

见习记者 邱静静 摄影报道

成都，作为最适宜新经济成
长的城市，以互联网、高新科技、
生物材料等高新产业为发展重
点，成为了新经济培育的沃土。
如今，成都正逐步成为中国新经
济发展的领头羊和新地标。

6月11日，2019成都全球创
新创业交易会开幕式在成都举
行，本届创交会以“新经济新生态
新场景”为主题，通过“一展览、一
交易”核心活动和“一峰会、一赛
事、三论坛”的主体活动，为与会
嘉宾搭建了探讨创新之道、激荡
思想的舞台。

除重要嘉宾的主旨演讲环节
外，现场还举行了中美青年创客
大赛的启动仪式。据了解，大赛
由中国教育部主办，目的是为激
发中美两国青年的创新热情，增
进双方相互了解和人文交流。目
前，大赛已成功举办了5届，第6
届成都赛区将作为大赛其中一个
重要赛区，在开幕式现场正式启
动。

作为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中
心城市，成都在“一带一路”建设
过程中肩负了重大使命。欧盟委
员会地区总司特别顾问霍尔表
示，欧洲国家一直希望和中国城
市建立双方友好合作关系，“我们
的共同目标就是推动符合双方利
益的机会，并寻找相应的合作机
会，其中就包括清洁能源方面的
合作。”

在开幕式现场还公布了一个
好消息：柏林初创企业博览会唯
一海外场将正式落户成都，作为
欧洲最大的初创企业博览会，该
会将与成都一同建立开放性的国
际创新平台，深入推进成都与欧
洲的广泛合作。

此外，在开幕式上，由中央电
视台制作的大型人文类科技纪实
纪录片《新经济在中国》正式举行
开机启动仪式。这部将镜头对准
中国新经济的纪录片，第一站选
择了成都。

中视实业战投经营管理部主
任张帆列举了成都发展新经济的
多项优势，他指出，成都和杭州都
是位于新经济发展前列的城市，
成都更综合立体保障新经济的发
展，“起跑早，速度快”，这也是纪
录片选择成都作为第一站的原
因。

如何更好探索成都金融助力
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创新路径？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资本市场服务西部基地、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服务基
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都
基地3个金融要素项目正式举行
了签约仪式。三大金融基地的落
地，将进一步助推新经济创投资
源汇聚，搭建新经济企业与资本
对接的桥梁，打造新经济发展的

“风口”。

2019成都全球创交会精彩开幕

6月11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编制的第3期“中国‘双创’金融指数”
在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发
布，在31个金融中心城市之中，成都跻身

“前十”——“双创”金融指数位列第五位，
成为唯一进入前五的中西部城市。

技术与资本见面、与市场对话，让创
新力转变为生产力，是科技创新“赋能”产
业功能区建设的核心环节。11日上午，在
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技术成果
交易活动——海内外技术成果与需求发
布会上，人工智能语音芯片、中医云健康
平台等15个国内外的技术成果和需求进
行发布。本次发布会通过“成果发布+自
由对接”的模式，同时在线上打造永不落
幕的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促进一批
符合成都“5+5+1”现代产业体系、具有明
确市场前景的科技创新成果同本土优势
企业实现精准对接，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落地，赋能产业功能区发展。

创新“成果发布+自由对接”模式
“截至2017年，全国中医类诊所达4

万多家，比上年增加3千多家。预计未来
10年，每年全国诊所将以6万到10万以
上的速度增长。”成都中医药大学数字医
药研究所所长温川飙说，而优秀中医成长
需要10-20年，资源相对短缺，未来5年
他们会是诊所争夺焦点。

他介绍，瞄准中医医疗信息化市场痛
点，中医云健康平台项目为80%的诊所中
医及居民提供云健康、大数据、移动互联
和人工智能平台，辅助医生临床诊断，缓
解医生资源缺乏的现状，同时实现个人管
理全家健康的快捷医疗服务，提升用户就
医体验。

“我们是做科研的，市场不是我们的
强项。”温川飙说，通过“成果发布+自由
对接”的模式，能够让科研团队更了解市
场，从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近3000项成果“线上线下”
同步促转化

“生物医药行业往往成果转化周期长，
如何加速走向市场？”“作为一家轻资产初
创企业，如何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本
次海内外技术成果与需求发布会活动还设
立了专家咨询诊断室，来自电子科技大学
等高校院所的行业专家、成都高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等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就创新
成果的技术含量、市场前景等问题，现场
为企业“把脉”，提供诊断咨询服务。

本次活动还在线上打造了永不落幕
的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台，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据统计，技术成果发布及交易平
台现已收集“5+5+1”现代产业体系的各
类技术成果及需求近3000项，涉及电子
信息、先进制造、航空航天及交通、环境保
护等类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成都25个国际友城
分享城市发展经验

作为“2019成都全球创新创
业交易会”的重磅活动之一，6月
11日下午，2019成都国际友城市
长创新论坛开启，现场充满亮点。

来自比利时、荷兰、新西兰、
波兰、韩国、美国、爱沙尼亚、墨西
哥、哥伦比亚、泰国、希腊、斯里兰
卡、英国、以色列、牙买加、土耳
其、越南、老挝、蒙古、阿根廷、埃
塞俄比亚、智利等22个国家的25
个成都国际友城、友好合作城市
和友好交流城市以及世界智慧可
持续城市组织（WeGO）共约130
名嘉宾参会。

该论坛以“创新与城市发展”
为题，与参会城市分享创新与城
市发展领域的成功经验，增进成
都与友城间创新创业及发展新经
济相关经验的交流互鉴。

成都市市长罗强在论坛上以
“从对话走向合作 开辟崭新的城
市可持续发展之路”为题进行了
主旨发言。韩国大邱、以色列特
拉维夫、美国奥斯汀、土耳其伊兹
密尔、世界智慧可持续城市组织、
墨西哥梅里达、荷兰马斯特里赫
特、波兰罗兹的城市代表先后登
台作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讲述
了各自城市在创新与发展历程中
的经验做法。

本次论坛整合成都丰富的
友城资源，为与会城市和国际组
织提供互学互鉴的平台和定期
交流的机制，持续扩大成都对外
交往渠道，有助于增进与会城
市、国际组织对成都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的了解，便于双方互通有
无，激发城市创新创造活力，发
掘创新创业及新经济领域的合
作潜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 谢燃岸

位于成都新会展中心1号馆的“5G生
态馆”国内外参展商云集，包括“3D全息
投影通话”、智能远程操控沙盘、5G交通
管理示范、远程超声诊断等先进的5G应
用展示悉数亮相，极为吸引眼球。同时，
记者也在现场就大众关心的5G话题对三
大运营商进行了相关采访。

真正用上5G，需三步走
在5G生态馆内，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无人机等5G应用吸引了大批媒体及用户
关注，各种高科技应用让人流连忘返。

针对成都市民什么时候能正式用上
5G的话题，中国移动（成都）产业研究院
筹备组副组长赵立君表示：“市民真正用
上5G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在理念上
认可5G能够给企业以及行业发展带来变
化；第二步是产业的融合，5G本身是通信
技术，需要跟产业融合才能发挥作用；第
三步就是应用的引入，技术及应用的引入
不会一蹴而就，但会慢慢让我们体验到。”

5G时代，运营商需转型
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大客户销售中

心总经理谭杰在场馆内分享了关于5G发
展的看法。他认为，4G催生了微信和支
付宝，让运营商的短信以及当年的飞信销
声匿迹，二维码也“干掉了”现金，“抢占”
了运营商的大片蛋糕。

目前，有观点认为在5G时代，市场重
新洗牌，运营商有机会“收复失地”，谭杰

对此表示：“在5G时代，传统运营商需要
转型。面对5G亿万级的市场，应以合作
伙伴的角色，联合产业、行业公司，共同打
造利于民生、利于市场的5G生态链，以达
到各取所需、多方共赢的局面。”

助力成都打造“5G名城”
近两年来，四川积极布局5G示范应

用，已走在全国前列。截至5月底，全省共
建设5G基站总数970个，6月预计发展到

1285个，主要部署在成都市春熙路商圈、
太古里、双流机场、高新区、二环高架、兴隆
湖、人民南路、天府三街至五街等区域。

中国电信成都分公司5G应用推进办
公室主任王垦在5G生态馆表示：“电信将
通过5G精品网络的打造、5G行业应用的
拓展来助推成都打造5G创新名城，预计
到明年，成都将会开展比今年更大规模的
5G基站成片部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海摄影报道

5G生态馆话5G生活

成都将打造“5G名城”
探
馆

开幕式现场。

2019成都全球创交会5G生态馆开馆。

5G联网无人机。

5G机器人手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