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D开发项目：目前民乐站、陆
肖站等6个站点已完成一体化设计。

日本中心开发项目：致力打造成
中国西部对日全面合作的新窗口，
助力日本企业开拓市场、拓展业务。

中日联合创新中心：将重点服务
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科技金融、人
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将重点建设航
空航天、智能制造、新材料等产业基地。

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方面

社区医疗康养中心项目：将打造
新一代社区养老典范，孵化自有养老
品牌，试点探索长期护理险与养老商
业保险互补的老龄保险支付体系。

中日医疗健康中心（共享医
学中心）项目：将规划建设区域高
端医疗服务中心和医学共享服务
中心。

人城产融合及社区生态发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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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1月
18 日，《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
华蓥山隧道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
包招标公告》在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正式发布。根据招标公告，项目
计划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3
月竣工。

公告显示，本次招标范围为华蓥
山隧道段站前工程，线路自达州市大
竹县观音村北侧向西进入华蓥山隧
道，于渠县栏桥村出华蓥山，全长
8.965公里。

招标内容为站前工程施工图设
计范围内（不含双块式轨枕预制）的
全部工程施工，包括桥梁 1 座、隧道
1 座、路基段 75 米。该段计划于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2025 年 3 月 20 日
竣工。

据 悉 ，成 达 万 高 铁 线 路 全 长
486.4 公里，其中新建铁路 432.4 公
里。全线共设天府、天府机场、资阳
西、乐至、遂宁、蓬溪南、南充北、营山
西、渠县北、达州南、开江南、岳溪、万
州北 13 座车站，项目总投资 851 亿
元，建设工期5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雷远东

11月19日，中日（成都）城市建设
与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合作
推介暨集中签约活动在成都举行。活
动现场发布了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
作示范区对日合作清单、产业规划、骑
龙创新园城市设计。同时，日本三菱重
工中日数字低碳城市科技创新中心等
15个项目现场集中签约，计划投资总
额超200亿元。

“中日（成都）城市建设与现代服务
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合作推介活动的
举办，以及三菱重工、欧力士等一批成
熟项目的签约入驻，标志着成都、成都
高新区对日合作再向前迈出坚实步
伐。”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15个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逾200亿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成都与日方相
关企业、机构达成28项合作协议，包括
2 个 50 亿元级项目、2 个 20 亿元级项
目、3个10亿元级项目和4个5亿元级
项目。日本三菱重工中日数字低碳城
市科技创新中心、日本Mikihouse中国
区总部、国际动漫研究院项目、成都（日
本）动漫创意产业中心等 15 个项目现
场集中签约，计划投资总额 204.5 亿
元，其中11个项目落地成都高新区。

乐敦制药株式会社是日本著名制
药公司，也是日本上市企业，近年来将
制药优势进行转化，开始战略布局干
细胞再生医学领域。推介会上，成都
高新区与乐敦投资（中国）签署再生医
学产业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构
建成都中日再生医学产业联盟，促进
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落
地，助力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形成再
生医学领域的区域优势，进而推动医
药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日本三菱重工中日数字低碳城市
科技创新中心将入驻中日（成都）地方

发展合作示范区。中心将结合成都IT
技术研发与物联网优势，开展数字能
源、能源区块链方面的研发工作，同时
围绕三菱重工核心技术，为上下游产业
链提供技术服务支持，打造专项产业社
区，实现能源产业集聚。

此外，日本三起商行株式会社将
在成都高新区设立 Mikihouse 中国区
总部，逐步发展销售、物流、结算、培
训、产品研发、原料采购、市场拓展、
支持服务等管理职能，并以成都为中
心，建立起覆盖中国内陆地区的线下
销售网络，包括西南旗舰店、直营奥
特莱斯店等。

国际动漫研究院项目、成都（日
本）动漫创意产业中心和住友·兆泰

中日动漫产业园项目则聚焦文化创
意领域，打造以动漫设计研发、动漫
教育、游戏、动漫街区文化等为主的
文创产业平台。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东亚区总
代表、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御子神大介表
示，“成都的软件产业和数字动漫产业
发展得非常好，如‘王者荣耀’就是在这
里孕育。我们考虑在成都高新区打造
中日数字媒体产业协同发展平台，以此
为基础为成都市的媒体、数字产业发展
做出贡献。”

发布对日合作清单
聚焦文创产业

活 动 现 场 ，成 都 高 新 区 相 关 负

责人介绍了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
作示范区的优势产业、主要项目和
营商环境，并从日资企业对华投资
意向、第三方市场拓展、成都优势资
源挖掘三个维度出发，发布对日合
作清单。

记者注意到，清单共有 9 个提案，
包括 TOD 开发（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开发）、地下空间、日本中心、中日联合
创新中心、国际动漫游戏街区、智能制
造基地、城市动漫主题乐园、社区医疗
康养中心项目和中日医疗健康中心（共
享医学中心）项目。

具体来看，在产业发展和企业服务
方面，TOD 开发项目中，目前民乐站、
陆肖站等6个站点已完成一体化设计；
日本中心开发项目致力打造成中国西
部对日全面合作的新窗口，助力日本企
业开拓市场、拓展业务。

“从去年开始，中国网页漫画逐渐
兴起，中日之间一起创作运营漫画的作
品也越来越多。成都是一个对于动漫
产业有非常高的认知度和接受能力的
城市，我也非常乐意和成都相关专家、
业内人士开展动漫产业方面的合作项
目，为推进成都地区的动漫产业出一
份力。”日本 C+株式会社董事长增田
弘道说。

此外，围绕人城产融合及社区生态
发展，社区医疗康养中心项目将打造新
一代社区养老典范，孵化自有养老品
牌，试点探索长期护理险与养老商业保
险互补的老龄保险支付体系；中日医疗
健康中心（共享医学中心）项目将规划
建设区域高端医疗服务中心和医学共
享服务中心。

近年来，成都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以及长江经
济带发展，对外合作特别是对日合作，
取得显著成效。2019 年，成都与日本
进出口总额达314.8亿元，全市利用日
资实际到位资金19.61亿美元，日本在
成都累计投资企业326家，其中38家是
世界500强企业。

中日（成都）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发展加速
15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逾200亿

成都发布对日合作清单

国际动漫游戏街区项目：专注
动漫原创、IP运营、游戏软件开发制
作等领域，打造集多功能于一体的
动漫文创产业体系。

城市动漫主题乐园项目：规划
动漫科创园等业态，将打造全球影
响最大、最具游乐价值的动漫 IP 主
题基地。

文化创意产业方面

（部分）

成达万高铁华蓥隧道段
预计12月20日开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69年前，他们一身戎装奔赴解放西
康地区的战场；20年前，他们捐尽20万
元存款，在雅安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这
一次，他们捐出毕生积蓄50万元，设立
希望小学奖助金……

11月19日，在雅安市芦山县晨阳希
望学校挂牌20周年教育回顾暨晨阳奖助
金启动仪式上，由八旬老夫妇陈荣超、杨
玉仙捐赠50万元设立的芦山县晨阳希望
学校“晨阳奖助金”正式启动。

捐赠50万
为曾捐建的学校设奖助金

雅安市芦山县晨阳希望学校是两位
老人捐赠修建的第一所学校。为何取名
晨阳？陈荣超说，“晨阳代表早晨的太
阳，孩子就如晨阳一样，是国家的未来。”

据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蒋英介绍，20年前，陈荣超和杨玉仙
捐赠了 20 万元，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
地方芦山县龙门镇修建了一所希望小
学。此次，两位老人捐赠毕生积蓄 50
万元，设立芦山县晨阳希望学校“晨阳

奖助金”，旨在奖励并帮助该校优秀学
生、教师及困难家庭学生。

30年间
累计捐资助学180多万

陈荣超、杨玉仙与希望工程的结
缘，要从1989年讲起，那是希望工程发
起实施的第一年。彼时，两位老人刚退
休，电视上播放的希望工程公益广告，
让他们下定决心资助贫困学子。

经过商量，两位老人决定捐助修建
希望学校，但打听后发现，捐建一所学
校大概需要20万元，而老两口工作40
年的存款不到10万元，缺口很大。

自此，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们，生活
反而变得更拮据，陈荣超甚至一度去企
业打工。如此“苛扣”自己的生活后，陈
荣超、杨玉仙陆续兑现当初的承诺。
2000 年，他们捐建的第一所希望学校
在雅安芦山县落成，取名晨阳；2005
年，捐建的第二所希望学校在内蒙古乌
兰浩特市义勒力特镇落成……

退休至今，陈荣超夫妇在四川、云
南、江西、陕西、内蒙古等地，累计捐资
助学达180多万元。

八旬老兵夫妇捐50万为20年前捐建学校设奖助金

陈荣超、杨玉仙，原 62 军战士，参
加了解放西康地区战斗，先后获得中
华慈善奖、首都十大公德人物、全国军
休系统先进军队离退休干部、希望工
程特殊贡献奖、北京榜样等多项荣誉。

人物介绍

陈荣超、杨玉仙捐赠50万设立奖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