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渐成气候
产业功能区集中亮相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成都
医学城、新都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中
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梳理

“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区”的候选榜
单，不难发现，成都产业功能区出现

“组团”角逐的现象。
时间倒回两年前。2017年7月，

成都市在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
上提出，要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
能区。这是成都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重塑产业经济地理，转变城市发展方
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决策；
同时，也是克服“大城市病”，避免区域
发展同质化竞争的治本之策。

两年过去，产业功能区从概念策
划到理念内涵、实体形态，再到体制机
制推进，局面已然打开。此次在“2019
四川十大产业园区”候选榜单中集中
亮相，更是对过去两年工作成果的集
中体现。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冲刺万亿级产业

记者注意到，承载着成都乃至四
川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重任的成都电子
信息产业功能区，出现在了“2019四川
十大产业园区”的候选榜单上。

据公开发布的《成都电子信息产
业功能区总体规划》，该功能区以电子

科技大学为核心，以郫都区和高新西
区为两翼，建设总规划面积为121.4平
方公里。“目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为
3250亿，是成都市规划打造的首个万
亿级产业功能区。”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的
规划面积中，郫都区占78.4平方公
里。作为该产业功能区主阵地，郫都
区如何推进工作？近日，郫都区相关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协
同”是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建设的关
键。其中，在实现产城融合空间协同
上，郫都区与高新西区共同开展深度
城市设计，打破园区思维，对原来相互
割裂、碎片化的空间板块进行集成重
构，规划建设科学的交通等公共服务
设施、特色商圈，打造15个产业社区，
让产业人才在尽可能小的半径内实现
工作、生活、消费和交互等基本需求。

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
促进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10月29日，在第二届中德工业4.0
暨全球采购大会上，发布了欧洲企业
300亿人民币的采购需求，采购内容包
括电动工具、汽车部件、流体设备、农
业机械、机械零部件等，以帮助欧洲企
业在中国寻找新的供应商。

该活动是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
作区建设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时，全
球采购大会会址将永久落户蒲江。

据园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作为目
前西部唯一布点的国家级中德（蒲江）
中小企业合作区，将有助于中德企业
在管理模式、创新技术和商业文化等
领域取长补短，促进中国成都和德国
中小企业共同发展，有助于增强两国
经济持续进步。

近年来，随着世界500强企业德国
博世集团电动工具等项目落户投产，
以及一批德资优质配套企业的引进，
成都蒲江已初步奠定了德资企业集聚
发展的坚实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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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投票方式

下载封面新闻客户端，进入【我
的】-【封蜜club】2019十大经济影响力
人物榜单评选活动页面进行投票操作，
或通过专题页链接进入投票通道。

投票规则

本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每个用户每天可给每个榜单（人物/
事件/企业）投 10 票。禁止刷票等行
为，后台发现后立即取消资格。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评选
采取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网络投票将作为重要评选参考，但
并非最后评选结果。

扫描二维码
进入报名页面

投票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
推荐通道链接：

http：//h5.thepage.cn/2019jjrw/pply.html

榜样中国·2019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大 型 评 选 活 动

“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区”榜单竞争激烈

成都产业功能区“组团”角逐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

的“榜样中国·2019四川十大经济
影响力人物”评选活动，自启动以
来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过去半个月，榜单上的候选人
物、事件和园区出现了“你追我赶”
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9
年四川经济发展规律和现象。截
至11月19日，榜单投票总数已达
885839票。

作为四川经济界“奥斯卡”，该
活动在聚焦2019年度四川经济
界重磅人物，盘点2019年度四川
经济影响力事件的同时，新设立
“2019四川十大产业园区”榜单。
目前，该榜单竞争激烈，总票数已
达到118099票，其中成都产业功
能区“组团”参与角逐。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

全国114名“童伴妈妈”
来川接受培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
吴枫）总有人说，“父母是唯一不需
要培训就能上岗的职业”，然而，在

“童伴妈妈”身上，这句话并不恰当
——11月19日起，2019年共青团

“童心港湾”项目培训班正式“开
课”，来自全国12个省（区）的114
名女性，将在四川进行为期3天的
理论与实地学习，学习如何做一个

“妈妈”。
记者从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了解到，“童心港湾”项目由团中央
发起实施，旨在配合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接受当地民政
部门和村两委的指导管理，建设常
态化服务农村留守儿童的共青团
工作阵地。其中，“童伴妈妈”的日
常陪护，是该项目的主要服务内容
之一。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2019年共青团“童心港
湾”项目明确在全国12个省（区）
43个县建立114个“童心港湾”。
针对每个点位的“童伴妈妈”，进行
儿童心理、防拐防侵害等自护教
育、励志教育、推荐阅读等方面的
培训，是本次项目培训班的主要内
容之一。

此外，来自河北、山西、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东、
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12个“童
心港湾”省级项目办管理员，也是

“学员”，他们将重点学习“童心港
湾”建设、管理、使用及活动组织等
内容。

据介绍，来自公安部、中央团
校的专家学者，将作为本次培训的
主讲人，进行儿童教育主题、打拐防
侵害主题和励志教育主题等讲座。
同时，培训将通过体验实践、实操实
训、培训考核等方式，确保培训效
果。值得一提的是，培训结束后通
过考核的“童伴妈妈”，将获得上岗
服务证。

2019胡润财富报告发布：
成都1400个家庭资产上亿
15900个家庭资产上千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尚智）11
月1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
润财富报告》，揭示了目前大中华区
拥有600万人民币资产、千万人民
币资产、亿元人民币资产和3000万
美金资产的家庭数量和地域分布情
况，记者发现，成都地区拥有上亿身
家的家庭有1400个。

报告显示，在四川范围，600万
元人民币资产家庭有91200个，千
万人民币资产家庭有32100个，亿
元人民币资产的“土豪家庭”则为
2700个。在成都范围，600万元人
民币资产家庭为34300个，同比增
长2.14%；千万人民币资产家庭为
15900个，同比下降1.24%，而拥有
亿元人民币资产家庭数量则为
1400个，同比下降4.76%。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港澳台之
外，中国大陆拥有600万资产的“富
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392万户，比
上年增加5万户，增长率为1.3%，其
中拥有600万可投资资产的“富裕
家庭”数量达到142万户；拥有千万
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58
万户，比上年减少3万户，减少
1.8%，其中拥有千万可投资资产的

“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85万户；拥
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
量达到10.5万户，比上年减少5640
户，减少5.1%，其中拥有亿元可投
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
到6.2万户；拥有3000万美金的“国
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6.9万
户，比上年减少4425户，减少6%，
其中拥有3000万美金可投资资产
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4.4万户。

2000余万元御寒物资
送往省内21个市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
11月19日上午，一辆辆装着棉大
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的卡车从四川
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缓缓驶出。再
过几天，这些物资将发放到受灾群
众的手里。

今年以来，我省先后遭受地震、
暴雨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
大损失，给灾区人民生活造成较大
影响。

11月19日，记者从四川省2019
年向全省受灾困难群众发放御寒物
资启运仪式上获悉，省委、省政府高
度关注和牵挂受灾困难群众，寒冬
来临之际，为确保受灾困难群众安
全温暖过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省减灾委员会组织了棉被
11万床、棉大衣3万件、棉衣裤2万
套等御寒物资。

从即日起，这批价值约2000万
元、100车次的御寒物资将陆续发
往全省21个市州。各地和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于11月30日前将御寒物资
发放到受灾困难群众手中，让受灾
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党和政府的关心
关怀。

中德（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

儿子到了入学年龄
因户口问题不能就近入学

“谢谢你啊，刘警官！我们孩子这学
期在学校一切都挺好的，多亏你了。”11
月19日下午，在新都新新路小学外，刚
接了儿子放学的陈先生碰到城西派出所
民警刘键，依然十分激动，连连说着感
谢。

陈先生为何要感谢刘键？事情还要
从几个月前说起。

2019年秋季开学前，不少孩子都整
理好了文具、书本，等待着走进新的校
园，开启新的生活。但陈先生这个暑假
过得一点也不轻松，儿子乐乐（化名）的
上学问题，就像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他
的心上。

陈先生一家住在新都城区，户口却
一直落在马家镇。他的儿子乐乐今年已
年满6岁，到了入学年龄，像所有家长一
样，他也早早就为儿子做起了打算。“因
为家附近就有一个新新路小学，孩子上
下学方便，教学质量上应该也比镇上要
好一些。”但是按照入学要求，乐乐需要

回户口所在地的马家镇入学。怎么办？

微信发布求助信息
被“老师”骗走1.5万余元

4月初，陈先生就想找找关系，让乐
乐入读新新路小学。问了一圈周围的亲
戚朋友，没有人能帮上忙，他就想到了在
微信群里发帖求助。“儿子今年入学，有
没有人能帮忙办进新新路小学？”很快，
就有一名自称是某艺术培训机构负责人
的陈某回复，“可以帮办，私聊。”

陈先生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后，陈某
就表示，自己的闺蜜在新新路小学当老
师，手上还有几个入学名额，但需要给一
些好处费。自此，陈某就开始了一人分
饰多角的表演。“她最开始让我给老师转
8000块钱，我就支付宝转了。”陈先生转
了8000元后，这名“老师”就让陈先生准
备好孩子的户口本、一寸照片、出生证明
等资料，等候通知。

一直到5月中旬，陈先生准备好的
资料也没有用上，而他多次邀约介绍人、

“老师”一起吃个饭，这名“老师”再三爽

约。期间，“老师”还以母亲去世、学校
预收教材费用等理由，多次向陈先生索
要了共计7200元。钱花了，学校也没
动静，这使陈先生心生怀疑。他就亲自
到新新路小学询问情况，这一问，吓了
他一大跳。“学校说根本没有这个老师，
报名登记里面也根本没有我儿子的名
字。”

发现受骗，陈先生立即到城西派出
所报案。接警后，民警刘键展开调查。
他发现，受骗的不仅陈先生一人，“还有
另外2个家长，因为已经收到了嫌疑人
自制的录取通知，还被蒙在鼓里。”短短
一周后，民警就将诈骗嫌疑人陈某抓获。

民警帮忙想办法
孩子最终获得入学机会

案子破了，但还有新的难题摆在刘
键面前。“我们与学校沟通得知，每年学
校在满足本学区生源入学的基础上，如
果还有空缺学位，可以接受其他学生报
名，但是报名5月底就已结束，没有报名
孩子就没有机会入学，很有可能要多等

一年。”刘键将新都区教育局和学校相关
负责人一起约至派出所内，希望能跟他
们协商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最终，学校
负责人表示，愿意帮助陈先生的儿子补
报名，乐乐和其他孩子拥有同等机会，可
以竞争多余的学位。

经过一个暑假的等待，陈先生终于
收到了来自新新路小学的通知，儿子乐
乐最终获得了入学机会。这对于他而
言，比得知诈骗嫌疑人被抓时还要开
心。“真的太高兴了，这一个多月我一直
在想，要是儿子因为我没能按时入学，我
太自责了。”除了庆幸，他也很感谢民警
刘键的“多管闲事”。“以前觉得民警的任
务就是抓住骗子，没想到破了案，他还愿
意继续帮我们。”

“我自己也有小孩，所以能体谅一个
家长的心情。”刘键说，办案民警破了案，
也不忘站在受害人的角度为他们着想，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也是城西派
出所民警融入社会治理、为民做实事的
具体实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于婷 摄影报道

“多管闲事”的办案民警：
要抓住诈骗嫌疑人 也要让孩子有学上

办案民警的工作任务是什
么？寻找线索、尽快破案、抓住嫌
疑人、挽回损失。但在成都市公安
局新都区分局城西派出所，却有一
位“多管闲事”的办案民警，破了案
子还不够，看到受害小孩可能没有
学上，他比家长还要着急，赶紧联
系教育局和学校，帮助小孩争取到
入学补录机会。 孩子的录取通知书。

陈先生给民警送锦旗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