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招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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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招商 | 新川亮相2018世界城市峰会（2018 WCS）

向世界展示成都风采

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组织的2018世界城市峰会（World Cities Summit，WCS2018）于2018年7月
8-12日在新加坡举行，现任新加坡副总理、斯里兰卡总理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高级官员及商界
领袖纷纷出席。新川招商团队赴新加坡开展全球招商工作，积极推广成都、成都高新区以及新
川园区风采。新川展台来访嘉宾络绎不绝，新川招商团队积极推广成都、成都高新区以及新川
园区，在世界舞台展示成都、成都高新区以及新川园区风貌，探寻更多国际合作机会。

新川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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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川再次参加2018第八届硅谷高创会（SVIEF 北京）

2018年7月3日，硅谷高科技创新创业高峰会(SVIEF北京)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该论坛吸引
了3000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1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代表以及投资人。论坛期间，新川设立展台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推介交流，对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战略规划、园区内AI创新中心进行了重点
宣传，与20多家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探寻更多合作可能。

▲新川招商团队向参会来宾推介园区

全球招商 | 新川美国招商团队受邀参加

◆

新外贸发展计划

见》(下称《意见》)。

◆

国际化消费促进计划

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了《关于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

和投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要素全球配置、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

实施海外人才来蓉创新创业工程

落地。

◆

出入境停居留服务提升工程

着力构建联通全球通江达海的战略大通道，提出了“5项计划”：
◆

实施国际客货运航线拓展计划

◆

国际班列提能计划

◆
◆
◆

◆
◆
◆

本土人才国际化培育工程
金融国际融通工程

全球创新合作提质工程

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工程

全面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出“5项工程”:

数字“一带一路”信息通道建设计划

◆

实施国际友好往来工程

◆

教育开放合作工程

国际供应链体系建设计划

◆

强化三区(自贸试验区、天府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引领

强化五园(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园、中法生态园、中意文化创新园、中韩创新创业园、新川创
新科技园)示范
强化多平台(国际合作标志平台、海外成都综合服务平台、国际营销推广平台)支撑

积极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优化升级，提出了“6项计划”：
◆

实施跨国企业总部提升计划

◆

“走出去”对外投资计划

促进国际中小企业来蓉发展计划

◆

医疗卫生开放合作工程

会展旅游文化开放合作工程、城市全球营销工程

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提出“7个建设”举措，包括：
◆

建设市场开放先行城市

◆

建设通关便利示范城市

◆
◆
◆
◆
◆

建设高效政务一流城市
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典范城市
建设配套服务先进城市

建设国际化社区标杆城市

建设国际化宜居品质城市

全文参见：http://www.chengdu.gov.cn

中新公司Excel操作技巧培训成功举行

▲ 2018 CABS BioPacific 会议现场

2018年6月1日，新川招商团队赴南京参加主题为“深度视野，对话未来”为题的首届中新人工智能
高峰论坛（2018 SSAIF）。作为国际人工智能的高峰对话，本次论坛除了邀请南京市市长、新加
坡财政部长等重量级嘉宾致辞，还汇聚了5位来自中国、新加坡、德国等国的院士，30多位AI专
家、企业家，300余位行业人士，业内反响热烈。新川招商团队通过参会及与主办方深入交流

◆

航空货运重点发展计划

做强做优“三区五园多支撑”开放平台体系，提出了“3个强化”举措：

◆

新川赴南京参加2018中新人工智能高峰论坛（2018 SS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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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计划

精准高效促进资源要素全球配置，提出了“6项工程”：

◆

2018年6月29日，新川招商团队赴深圳参加2018CCF-GAIR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本
次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雷锋网和香港中文大学承办的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吸引
了2683名代表参加，其中包括50多位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术代表，以及100多位人工智能领
域优秀企业创始人和CEO。新川招商团队与10多家企业代表进行了交流介绍，积极推广成
都高新区以及新川园区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战略规划，并与主办方中国计算机学会以及雷
锋网进行了潜在合作模式的交流，收获颇丰。

◆

《意见》共分8个部分，38条政策举措，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围绕构建联

◆

2018 CABS BioPacific Conference
2018年6月23-26日，新川受邀参加在美国加州
举办的2018 CABS BioPacific 会议，与旧金山
海湾地区生物医药领域的企业高管进行深入
交流。新川美国招商团队积极参与座谈讨论，
向参会者进一步推广成都、成都高新区以及新
川园区。此次会议中，新川共与23家参会企业
进行沟通交流，与5家目标企业建立了持续性
联系。

6月19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成都对外开放政策暨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新

◆

全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

新川之窗

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38条”出炉

化营商环境6个方面创新发展举措，强化对外开放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各项政策落实

新川赴深圳参加2018 CCF-GAIR

▲中新公司董事长、胜科城镇发展首席执行官赵万成先生来
到新川展台，为新川点赞！

CITY NEWS & CORPORATE
CULTURE

通全球通江达海的战略大通道、做强做优“三区五园多支撑”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国际贸易

▲2018第八届硅谷高创会（SVIEF北京）现场

▲众多中新合作平台项目亮相峰会，新加坡副总理、斯里兰
卡总理来到中新项目展区视察

城市新闻&企业文化

2018

为了提高员工工作效率，6月29日，中新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在金沙会议室进行了Excel操作技巧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到畅销书《你早该这么玩
Excel》作者伍昊老师担任讲师。在伍老师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中，员工们了解到了Excel作为高效办公软件的强大功能，均表
示受益匪浅。

学习，收获了行业前沿讯息及值得借鉴的宝
贵办会经验。新川计划在恰当时机主办此类
高水准的行业盛会，搭建有价值的交流平
台，探寻更专业精准的品牌推广、企业宣传
形式，更好地促进成都高新区、新川园区的
产业发展。

在为期一天的培训中，伍老师主要向员工们分享了运用Excel的思维方法，教大家如何抛开表格的束缚以及对函数的严重依赖，以“源数据表”为
基础，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处理纷繁复杂的表格。除了传授思路和技巧，伍老师也与员工们探讨了工作方法和管理目标，将大家们在工作
中运用Excel表格所遇到的常见问题以讲解加演练的方式展示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2018中新人工智能高峰论坛（2018 SSAIF）
Innovation / Ecology / Culture

▲培训现场

新川 之窗

本次培训开拓了员工运用Excel解决工作问题的新思路，让大家深刻认识到Excel作为管理工具的意义，从而在今后工作中最大限度避免重复性
工作，事半功倍，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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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存好书记会见赵万成董事长

7月13日下午，中新公司赵万成董事长携新方董事代表及工作团队拜会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方存
好。方存好书记对赵万成董事长一行表示欢迎，重申新川创新科技园作为中新合作项目对四
川、成都对外开放展示的重要性，对新川创新科技园各项工作给予了肯定，表示高新区将一如
既往支持园区建设，中新双方应进一步完善现有合作框架，尽快就未来合作模式达成共识。
赵万成董事长表达了新方股东继续合作开发新川创新科技园的信心，并汇报了园区近期项目
招引、平台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希望尽快确定新的合作模式，中新双方充分发挥各自
的优势和强项，共同实现项目愿景。

新川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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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公司再次获得“纳税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5月24日，2018年成都高新区企业大调研动员会暨2017年企业表彰大会召开，全面动员和部
署企业大调研活动，同时表彰“纳税百强企业”。中新公司再次获得“纳税百强企业”荣誉称号，
刘希良总裁代表中新公司出席表彰大会。
自2013年起，中新公司每年均获得“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
百强企业”等荣誉。

规划&建设动态

PLANNING &
CONSTRUCTION PROGRESS

新川之窗

小地块 大世界——四组团多样性公建配套项目集中开建

新川大道南侧，新成仁路东侧一块占地13000m2的小地块，居然规划设计出不同公共功能的四个区域。相互间各具功能，又相互关联；景观风格各具，又通过绿道串联实现环境友好和谐。作为四组团重要的公
建配套项目，今年将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完工。届时周边市民将享受到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和多样休闲的生活方式。

▲方存好书记会见赵万成董事长

▲ 余辉主任现场考察新一代信息园

Ecology

人文
Culture

社区公园5号

邻里中心8号

四组团三幼

四支B线

四支A线

运动场4号

运动场4号——占地3200m2，开放式公共运动空间，滑板
公园、篮球场、健身攀岩中心分列其中，重要的是，有下
沉式足球场额！

调研期间，余辉一行考察了新川科技园沙盘，听取
了中新公司主要负责人关于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
总体规划和园区开发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前往
新川创新科技园35和39号地块，实地查看了新一
代信息科技园和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园项目，了解两
个载体的建设情况。

生态

Innovation

新川大道

四支4线

5月29日，成都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余辉前往新川创新科技园进行实地调研并召开新
川创新科技园工作专题会。

创新

“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奖”、“纳税

13日上午，陈洪涛副主任及管委会各部门负责人与赵万成董事长一行就调整新川创新科技园
原有合作模式，达成新的合作方案，实现双方共赢等初步思路进行了探讨并形成基本意见。

余辉主任调研新川创新科技园并召开工作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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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战待命 统筹安排 防汛抢险

今年6月以来，我省部分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汛情十分严峻，防汛救灾任务艰巨。为避免园
区因强降雨发生险情，公司领导组织召开了防汛安全大会并成立防汛抢险工作组，要求各项
目单位及工作人员时刻保持临战待命状态，做好工作统筹调度，落实值守等工作制度安排，
确保防汛抢险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7月2日和11日强降雨再次泛滥，工作组立即组织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召开汛期安全会议，启
动应急预案，制定泄洪方案；及时有效调度救灾力量；要求各项目单位加强防汛抢险物资储
备;工作组加强防汛工作督导检查，排查隐患，确保各项部署措施落到实处。同时，工作组每
天保持与主管部门动态沟通及时汇报，召集大家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确保顺利度过汛期。

社区公园5号— —城市里的休闲绿化家园。开放式绿地空
间，以不同树种的种植以及便捷舒适绿道通向周边，辅以儿
童乐园、社区运动区满足多年龄段休闲生活。

四组团三幼——童心、童趣、童乐肆意绽放。占地4000m 2，
结合乐园、家园和校园三个元素于一体，致力于创造全方位
体现国际性多元化学前教育品质的优质幼儿园。

邻里中心8号——占地3000m 2，配建农贸市场，社区用
房、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为周边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
配套，家长们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顺便买菜回家额。

借鉴新加坡第四代邻里中心理念 新川启动建设“小区CBD”

社区纽带
邻里核心

所谓新加坡第四代邻里中心，是集社区、体育、休闲、购物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体，类似于小区里的“CBD”。新川创新科技园今年启动了
6所邻里中心的设计和建设。园区内的邻里中心不再只是单一地提供休闲娱乐，还包含小型商业、净菜市场、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
心、卫生服务中心、养老设施、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用房等多项服务功能，是融合城市景观与复合功能空间的社区纽带，活跃的设计促
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是一个具有社群意识与归属感的生活场所，也是新川园区一个重要的名片。

公众平台

城市地标
园区地址

新川园区内8个邻里中心的设计将各具特色，其中2017年“新川杯”四川省第二届绿色建筑创意竞赛“邻里中心”设计一等奖的“梦花园”方案以“漂浮式设计”将邻里中心的建筑主体置于“空中”，而将主体之下的空间
让给城市公园，从而使城市公园的面积得以成倍的延伸，将节约的土地反哺给城市，提供给市民最大化的活动空间。邻里中心将于今年启动建设，预计在2020年全面完成。

▲ 获奖作品“梦花园(6号邻里中心)
Innovation / Ecology / Culture

▲ 1号邻里中心

▲ 2号邻里中心

▲ 3号邻里中心

▲ 4号邻里中心

▲ 8号邻里中心
Innovation / Ecology /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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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汛抢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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