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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紫荆谷西部首个孵化器落户成都高新区
姻 王玥

成都高新区作为中西部创新高地，正吸

引一批境内外创业投资机构、创业者纷至沓

来。5 月 11 日，川港青年共享“一带一路”及

“双创”新机遇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香港经

纬集团旗下“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中心”西部

首个孵化器———“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

落户成都高新区菁蓉国际广场，将专注早期

科创项目投资，开展创业孵化服务。

“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中心”由香港经纬

集团联合多家香港和海内外华侨华人相关

商协会成立。“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将

依托香港中国商会、香港经纬集团、紫荆谷创

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等资源，吸引各类项目

在成都转化落地。

“‘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的落户，将

进一步推进成都高新区健全创新创业服务

生态。”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当前，成都高新区已成为创新创业

的热土。截至今年一季度，成都高新区创新

创业孵化载体达 91 家、面积超 430 万平方

米，各类创新创业企业总数已超 1.8 万家。

紫荆谷西部首个孵化器落户菁

蓉国际广场
根据协议，“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

入驻成都高新区菁蓉国际广场后，将注册成

立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并发起募集规模

不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的基金，专注早期科

创项目投资，开展创业孵化服务。

香港经纬集团成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核心业务包括地产、金融和以“紫荆谷”为

品牌的科创、新兴产业投资，业务遍布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欧洲和

东盟等地区。2016 年，“紫荆谷创新创业发

展中心”由香港中国商会牵头，香港经纬

集团出资 2.4 亿港币发起，并联合多家香

港和海内外华侨华人相关商协会成立。截

至目前，该中心已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内地 12 所顶尖高校合作，分别设立紫

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为港澳青年、

海外华人华侨青年以及内地青年提供免费

创业辅导，辅导中心已培养双创学员 2000 余

人，产出创业项目超 300 个。

“‘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中心’逐步成为

港澳、海外华侨华人青年与内地青年沟通、学

习、交流、合作、发展的创新创业平台。”香港

经纬集团紫荆谷众创空间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今后，“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将继续

依托香港中国商会、香港经纬集团、紫荆谷创

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资源，吸收紫荆谷来蓉

发展学员项目、合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以及经纬集团产业链相关优秀项目, 为入驻

项目提供包括市场对接、商业资讯等孵化服

务，并提供资金支持，加快高校科研成果在成

都转化落地。

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企业总数
超1.8万家

作为中国西部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成都高新区已构建起全链条的创新创业

孵化体系。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第一季度，

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企业总数超 1.8 万家，

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达 91 家，孵化载体面积超

过 430 万平方米，已建设公共技术平台 78
家，孵化培育“极米科技”“数联铭品”“西加云

彬”等 30 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占成都市 97%，

创业孵化成绩显著。

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落地

的菁蓉国际广场位于成都高新南区，建设面

积约 25 万平方米，是中国首个通过世界绿色

建筑 LEED 最高铂金级认证的办公园区，已

成为成都创新创业的旗舰地。这里不仅有在

国家级孵化器评价中获评 A 类（优秀）的成

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还设立有中西

部首个外籍人士创新创业之家。截至目前，

菁蓉国际广场已入驻微软云加速基地、阿里

巴巴创新中心（成都）等国内外孵化载体 26
家，吸引世界顶尖设计中心德国 iF 落户，累

计入驻企业和团队达 522 家。

“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成都创新创业

氛围浓厚，‘蓉漂’已成为时下一种风尚。”香

港经纬集团紫荆谷众创空间相关负责人说，

“紫荆谷成都创新发展中心”选择落地成都高

新区，正是看重了这一区域的创新实力和良

好的创新创业服务环境。

当前，成都高新区正凝心聚力建设世界

一流高科技园区。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高新区将以“国际

化、专业化、众创化、集群化”为主要方向,支
持大企业大集团引领创新创业、校地军民协

同创新创业、国际合作开放创新创业以及街

道社区基层创新创业，加快打造创新主体最

活跃、创业资源最富集、创造能力最持久的创

新创业生态圈。

紫光集团
成都紫光芯云中心项目开工

5 月 10 日，由紫光集团投资 6 亿元的紫

光芯云中心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定位于科

技企业总部办公基地，将建成集研发、测试

等于一体的研发平台，项目预计将于 2020 年

6 月建成投用。紫光芯云中心的落户，将积极

培育从“芯”到“云”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链，

提升成都电子信息产业整体竞争力，加快构

建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 渊黄鹏冤

中国PPP基金
将在川投资9个项目
拟投资近70亿元

截至 4 月底，中国PPP 基金已决策审批

在川投资 9 个项目，拟投资近 70 亿元，涉及

四川 7 个市。这是记者近日从四川省财政厅

获悉的。

中国 PPP 基金，又称中国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由

财政部联合国内 10 家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共

同发起设立，作为社会资本方参与 PPP 项目

投资，注册资本金达 1800 亿元。

该基金董事长周成跃表示，根据公司投

资计划，将在成都、眉山、乐山、资阳、遂宁、攀

枝花、巴中 7 个市投资近 70 亿元，以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为主。目前，该基金

与四川省两个项目———成都市天府新区核

心区综合管廊及市政道路工程（一期）和遂

宁市船山区旅游基础设施、公共配套及水利

设施 PPP 项目完成签约并出资，其余 7 个项

目投资将于近期落地。

周成跃说，四川项目储备充分，投资潜力

巨大。下一步，将继续加大与四川的合作力

度，发挥国家引导基金的融资促进优势，引

导社会资本、金融机构更多更深更广参与四

川优质 PPP 项目。

截至 4 月底，四川省 PPP 项目库（综合

信息平台）管理项目共 1194 个，总投资 1.6
万亿元。其中，完成签约并进入执行阶段的

PPP 项目 192 个，总投资逾 2000 亿元，落地

项目开工率以 82.29%居全国第一。 渊魏冯冤

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大会在成都
举行

企业家建议抓住人工智能
芯片的发展机会

5 月 13 日，正在成都举行的欧美同学会

首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大会上，深鉴科技的

创始人兼 CEO 姚颂认为，中国的公司不应该

继续在传统芯片产业同欧美的公司进行正面

竞争，而应该找到本国发展的优势，其中，人工

智能芯片领域或许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值

得国内同行关注。

欧美同学会首届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大

会 5 月 11 日至 13 日在成都举行，在 13 号的

“智能制造产业论坛”上，深鉴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姚颂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分析了国内

外芯片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芯”的突围

路径。他说，国产芯片的最大问题不在于芯片

的性能，而是在芯片能兼容的软件和生态，在

这方面，国外的芯片早已建立起完整的芯片生

态。

在姚颂看来，在传统的芯片产业同欧美先

进的公司进行竞争是不划算的，但是对于人工

智能芯片，这个产业还处在“春秋战国”时期。

人工智能芯片替代传统芯片，必须要把用

户体验做得特别好，这就要求在做人工智能芯

片时，算法、软件、应用一定是共同设计，共同

考虑，只有把整个生态系统做到最好，人工智

能芯片才能有出路。

姚颂表示，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的发展趋势

不是仅仅生产人工智能芯片，而是根据不同的

消费场景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这恰恰是中国

的优势，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中国的互

联网用户达到空前的规模，新的互联网消费应

用场景不断出现，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中国的传

统消费和生产模式。

在姚颂看来，人工智能芯片产业的核心竞

争力就是围绕芯片的软件生态系统，一个支持

深度学习、线性代数计算，支持开发框架，可以

让软件人员完全不用学 GPU 就能用起来的系

统，一定会成为芯片产业下一个风口。

据悉，本届大会是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后，留学人员组织第一次举办的聚焦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主题的大型会议，旨在为

全球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大咖、权

威学者和业界领军人物搭建经典案例分享、巅

峰对话、成果转化、创新展示的交流互动平台，

促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精英来蓉发展，为成都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渊张晋龙冤

5 月 14 日上午，30 位中美专家来到位

于四川德阳的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东

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东方电

气风电有限公司等，深入了解企业当前发

展情况、未来发展战略、技术升级方向和亟

需攻克的难题。这是第十二届中美工程技

术研讨会（以下简称“中工会”）装备制造专

题活动中的一个环节。

据了解，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源起于

1992 年，旨在搭建中美工程技术领域高层

次交流平台。自 1993 年来，已成功举办十

一届，为多个国家重点产业领域提出了众

多建树性建议。

本届“中工会”首次将四川省作为举办

地，研讨会共设 7 个专题组，因德阳拥有一

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动力

设备、油气钻采设备、重型机器成台套设备

和航空装备制造企业，被选为本届会议装

备制造专题的举办点。

除 5 月 14 日的实地调研外，5 月 15
日，双方专家将分别就装备制造新材料及

工艺、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智能制造及智

能装备展开专题研讨；5 月 16 日，将在德阳

举行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中

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四川省机械研究设

计院、西华大学等，将分别与相关美方专家

签订意向性合作协议，双方建立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

据了解，在德阳举办本次专题研讨活

动，将促进中美双方装备制造领域技术的

互融、互通、互惠，为学习借鉴美方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引进高层次人才智力起到

积极作用。“为四川特别是德阳进一步壮大

装备制造千亿产业集群、大力推动装备智

能制造集群化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智力支

持。”

渊董兴生冤

姻 高旭

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在职博士

后、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委员、国防科学技术进

步个人一等奖、被《财富》杂志连续两年评为

2016、2017 年度“中国 40 位 40 岁以下的商业

精英”……这一系列的头衔，都赋予一位仅仅

33 岁的创业精英，他就是四川傲势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CEO、首席科学家郭亮，他的背

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位 85 后又为何选择成

都创业？记者日前来到位于成都青羊工业园

区的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与郭亮聊起了

他的创业故事。

谈理想：我的梦想就是做无人机

郭亮出生于四川雅安，这座城市在三线

建设时期留下的航空工业，让他从小就对飞

机产生了浓厚兴趣，但由于没有机场，买杂

志、泡论坛……“航空迷”郭亮只能通过这种

方式去接触他最喜爱的飞机。“小时候就特别

向往天空，但我们那里并没有机场，所以直到

高中才看到真的飞机。”。

高考结束后，一心向往蓝天的郭亮报考了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攻飞行器设计。“当时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自己的梦想终

于实现了。”郭亮笑着说。

对航空航天的热爱，让郭亮成为了一名

名副其实的“学霸”，郭亮在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完成本、硕、博的连读。

博士毕业后，郭亮利用业余时间成立工

作室，探索无人系统相关的现代先进技术。

2015 年，他正式创办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研发开源无人系统、工业级无人机平

台、教育版无人机等产品，并为客户提供深度

定制化解决方案。“傲势科技致力于向不同的

行业提供完整的无人机解决方案，以新技术

引领新需求，凭借卓越的研发能力，持续为各

行各业的用户交付面向实际业务的高效解决

方案，现已在国土测绘、公共安全、电力巡线、

资源勘探及环境保护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谈创业：成都是航空航天领域高地

毕业于南京的郭亮为何选择回蓉创业？

他告诉记者，除了这里是自己的家乡外，成都

的航空航天领域也是国内少有的产业高地。

“放眼全国，航空领域企业比较聚集的主要是

上海、西安、沈阳、成都。成都的区位优势在于

首先本身具有原来三线建设留下来的很坚实

的覆盖全产业链的航空产业设计研发机构，

同时成都有着相当深厚的高校人才资源输出

源，如电子科技大学数一数二双一流的工科

大学、四川大学全国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

此外城市活力、生活条件近几年成都的发展

是有目共睹的。”郭亮说。

郭亮表示，成都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也

是很能吸引人才的。“习主席说‘幸福是奋斗

出来的’，真正要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还是要

靠自身不断的努力。”郭亮认为对于年轻人来

说成都高效积极的创业环境，是吸引蓉漂们

的最有力的东西，也是成都的一张新名片。

“我们傲势的很多研发人员都是已经在北京

定居，后来被成都的工作生活环境吸引而来

的。”

谈未来：要做国内顶尖的行业级
无人机研发生产公司

在谈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时，郭亮告诉记

者，傲势未来就是要做国内顶尖的行业级无

人机研发生产公司。“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

些行业领先的产品，我们一直致力于向全球

各个行业提供完整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用卓越的技术为用户创造价值。比如 X 系

列/H 系列无人机系统及地面站、飞控系统

等关键子系统、无人机协同设计与仿真工具

链等。”

郭亮向记者介绍了傲势研发的 X-Swift
平台，该平台是一款垂直起降、水平飞行的

高性能纯电动无人机平台。该平台融合了

固定翼与多旋翼的特有优势，无需跑道即

能在狭小场地上快速起飞，同时具备航时

长、距离远、速度快等特点，适应行业新需

求。飞机的飞控系统采用军工级可靠性设

计和余度设计。全机模块化组装，能在两分

钟内单人不用任何工具组装完毕。“谷歌公

司也有一款能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飞机。但

据公开报道，在纯电动垂直起降转高效率

水平飞这项核心技术上，我们比谷歌早了

近一年。”

记者了解到，就在本月，四川傲势科技有

限公司获得了由磐霖资本主投的 A 轮融资，

这也让郭亮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掌握

了无人机关键子系统核心技术，拥有完整的

专业学科、高效的研发设计工具链，有能力持

续研发、生产、迭代一流的无人机产品。”郭亮

表示。

壮大千亿产业 中美专家共话装备制造转型升级

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亮：成都是航空航天领域高地

今年首批 4 台
“四川造”机车
发往加蓬

5 月 10 日至 11 日，中车资阳公司研发

的 4 台 DF8B 型干线内燃机车相继发往加蓬

共和国，这是今年四川出口的首批机车。

2018 年 1 月，中车资阳公司与加蓬用户

签订了 10 台 DF8B 型干线内燃机车合同，除

此次交付的 4 台机车以外，还有 6 台正在生

产工序中，预计 6 月底全部完工。本批机车

采用了 GPS 远程监视、远程故障诊断系统，

用户仅用一台手机就可实时跟踪机车位置，

监测机车的运行状态。据了解，这批机车将

于七月初抵达加蓬共和国，7 月中旬正式投

入运用，用于该国的磁铁矿运输。这是中车

资阳公司第三次为加蓬共和国提供内燃机

车，之前该公司已为加蓬提供了 6 台不同类

型的内燃机车。

近来年，中车资阳公司紧紧围绕国家“一

带一路”建设步伐，不断拓展国际市场，截至

目前已为 25 个国家提供了 800 余台内燃机

车。 刘秀珍 摄影报道

●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调试无人机●郭亮（前排左四）和他的团队

除了耳熟能详的四川泡菜外，全省区

域公用品牌到底有哪些？5 月 9 日，记者从

四川省农业厅获悉，近年来四川推进农业

品牌建设，截止目前，全省认定“三品一标”

累计达 5142 个，更培育出天府龙芽、四川

泡菜、大凉山、天府源、广元七绝、华蓥山、

遂宁鲜、甜城味、蜀道、阳光米易等 40 余个

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优质“川字号”农产

品端上全球餐桌，并进一步促进地方农村

经济发展。

2017 年以来，四川各地不断推进农业

品牌建设。其中，包括围绕川茶、川菜、川

猪、川果、川药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

将产业优势转换为品牌优势。打造出远销

各地的“四川泡菜”、“苍溪猕猴桃”、“安岳

柠檬”、“天府龙芽”、“竹叶青”、“川藏黑猪”

等区域公用品牌。

据介绍，通过品牌发展更是带动蔬菜、水

果、畜牧、渔业等 1800 余万亩产业基地、

3200 多个贫困村、35 万余户贫困户、130 余

万人实现人均增收 650 元。

截止目前，四川省共计认定“三品一

标”5142 个，数量居全国第二；培育天府龙

芽、四川泡菜、大凉山、天府源、广元七绝、

华蓥山、遂宁鲜、甜城味、蜀道、阳光米易等

40 余个区域公用品牌；提升了通威、新希

望、竹叶青、郫县豆瓣、黄老五等一大批企

业品牌；形成了中药材天地网、天虎云商、

麦味网、鱼网天下等 10 余个专业化、本土

化农业电商品牌的美好。

“但我省农业品牌建设工作起步晚、基

础差，受自然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和认

识水平的制约和影响，从总体来看还处于

起步爬坡阶段，目前还面临一些突出问

题。”对此，四川省农业厅一级巡视员涂建

华认为，为了改善四川农业品牌的短板问

题，要从抓好品牌规划“五个结合”、夯实品

牌发展“三大基础”、实施品牌提升“三大行

动”、开展品牌推介“三大活动”等方面进行

着手。

据悉，今年省农业厅还将向社会再公

开推介 10 个优秀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

50个优质品牌农产品，进一步提升社会认

可度和人气，让更多优质的川字号农产品

走出去。

渊杨力冤

不只有四川泡菜
四川省区域公用品牌已超 4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