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立并建设好四川天府新区，
对于积极探索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新
路子、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推
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具有重要
意义。”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告
诉记者，天府新区的设立与国家积极
开发西部的战略相吻合，新区区位优
势突出，交通设施完备，产业基础良
好，科教实力雄厚，释放的是“邀请”
投资者西进的信号。

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路，天府
新区的交通呈海陆空立体发展态势，
在物流交通方面优势尽显，将为天府
新区的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目前，作为天府新区航空枢纽的
成都机场已开通国内外航线 239条，
其中国际及地区航线已达 77条，通
航国内外城市达 178个。无论是开通
航线量还是通航城市数，均位居中西
部首位。作为天府新区强有力的经济
增长极之一，成都将大大助力国家级
新区天府新区的腾飞。

同时，成都地处成渝、宝成、成
昆、达成 4条铁路的交汇处，是西南
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已经建成环状

加放射状的高速公路网络，是
全国公路密度最大的

城市之一；配套建
立 了 较 为

完善的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管理机
构和综合服务体系。随着“蓉欧快铁”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传统，
彻底改变了内陆城市发展外向型经
济必须依赖港口的历史，已成为成都
打造“中国向西开放前哨”的动力引
擎。

成都还是一座充分开放的城市，
美国、德国、韩国、泰国等国家纷纷在
成都开设领事馆。目前，获批在成都
设立的外国领馆已有 12个。与此同
时，随着成都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
签订友好合作协议，成都市的友好合
作关系城市增加至34个。

成都还为天府新区对外开放提
供了有利条件。成都已对 51个国家
实施 72小时过境免签，成为继北京、
上海、广州之后，我国第四个、中西部
首个实施过境免签的城市。

目前，世界 500强企业已有 262
家落户成都，所投资工业项目多具有
产业带动性强、产品竞争力强和技术
领先等特点，极大地推动了天府新区
电子信息、汽车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的发展。

四年磨一剑，从提出天府新区的
概念至规划出炉，再到得到国务院批
复同意晋升国家队，天府新区之梦一
步步变成了现实。天府新区，它将勇
担新经济增长极重任，带动区域发
展，促进四川经济转型升级创新突破

…… （喻丹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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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汇聚全球财富目光天府新区汇聚全球财富目光
“中国西部的发展空间是最大

的，刚刚升级为国家战略的四川天
府新区就可以成为欧洲中小企业

‘天堂’。”10月，四川天府新区正式
晋升为国家级新区。这一消息受到
了赴川参加第九届中国—欧盟投资
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嘉宾——中国
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关注。

2014年 10月，中国政府网全文
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四川天
府新区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批复同意设立四川天府新区，
标志着四川天府新区正式成为国家
级新区。

翻开天府新区规划图，那 1578
平方公里广袤的面积，充满生机，引
人遐想。视线从上至下，很快就被占
据总面积 81%的那片图纸所吸引。
这片囊括了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直管
区、高新区南区、双流、龙泉驿区、新
津的隶属于成都片区的热土，共同
构筑成了四川天府新区的核心，也

构筑成了重要的新增长极。
四川天府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

新区，这不仅对于四川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将对成渝经济区、对西部乃至整
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天府新区目标定位是努力建设成为以
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
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
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
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按照此前公布的天府新区发展
规划，新区的居民不禁畅想自己今
后的生活：轻轨、快速路四通八达；
天府新区新客站，全国铁路线网来
回穿梭；成都第二机场，家门口坐飞
机，最远将直飞全球。

未来，这里还将聚集一流的教
育、医疗资源。累了，到三岔湖上泛
舟，到天府乡村度假旅游带做个深
呼吸……汇聚大交通、大生态、大民
生的宜业宜商宜居国际化新区的蓝
图，已经在脚底延展。

11月 3日，四川成都海关所辖
的天府新区海关正式获批成立，关
区管辖范围为国务院批准的天府新
区全部区域。天府新区的海关设立，
将更加有效地满足区内广大企业的
外贸需求，有力提升区内进出口服
务工作效能，为“再造一个产业成
都”、“打造国际化现代新区”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标志着蓉城天府又增
添了一个通向世界的“新窗口”。

天府新区海关成立后，关区内
进出口贸易等活动可直接在区内办
理报关手续，享受到一体化通关、无
纸化通关等便捷通关模式，方便海
关为企业提供有效的通关服务，进
一步缩短通关时间、降低通关物流
费用、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有力支
持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更好地发
挥天府新区对四川经济的拉动效
应。

一旦升级为“国家级新区”，不
仅天府新区的成立乃至开发建设上
升为国家战略，其总体发展目标、发
展定位等也由国务院统一进行规划
和审批，相关政策由国务院直接批
复，在辖区内实行更加开放和优惠
的特殊政策，鼓励新区进行各项制
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工作。这无异
于为天府新区装上了最强有力的发
展“引擎”。

日前，在天府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里，市民带着相关资料在工商窗
口了解营业执照办理时惊喜地发
现，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实行“先照
后证”制度，资料带齐了，当天就能
拿到营业执照。

据了解，获批国家级新区后，吸

引了众多投资者关注天府新区，如
何做好政务服务，进一步助力天府
新区加快发展步伐，成都市工商局
不断加大直管区市场准入政策扶持
力度，提升市场主体准入效率，激发
主体发展活力。同时，在天府新区龙
泉驿、新津等片区，都制定了相关产
业规划，借国家级新区获批的契机，
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为加快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
革，直管区党工委管委会将“先照后
证”制度作为重要工作加以推进，它
改变了过去的行政审批流程，使创
业投资者可以先方便快捷地拿到企
业“身份证”，更好开始经营活动。据
介绍，该制度核心在于“轻审批 重监
管”，通过大幅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
槛，实现审批事项的“便民优化”，不
断提高市场准入效率，进一步催生
创业热情。

为扶持天府新区企业发展，进
一步压缩办事环节，市工商局将名
称预先核准登记等权限全面下放至
天府新区政务中心工商窗口，企业
可直接在天府新区政务中心工商窗
口申请办理冠“成都”的名称预先核
准登记，无需等待市工商局复核，大
概节约5个工作日时间，服务效率大
幅提升。

为服务天府新区发展，方便企
业就近办事，市工商局将包括企业
集团登记在内的全部内、外资企业
登记管辖权限充分下放，允许天府
新区内、外资企业直接在天府新区
工商窗口提交登记申请，无需到市
工商局办理，企业办事效率进一步
提升，时间成本进一步降低。

11月3日，第十五届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在成都正式闭幕。四川天
府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成为本届
西博会上令人瞩目的焦点，与会各方
纷纷表达对新区发展的期待和憧憬。

插上“国家级天府新区”的翅膀，
天府新区所涉的成都、眉山、资阳三
市在本届西博会上的首秀均收获颇
丰。其中，成都市投资说明会暨项目
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4个项目，协议
金额517.35亿元。

“升级为国家新区，机遇与挑战
并重。”天府新区规划建设委员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住建厅总规划
师邱建强调，升为国家级，实际就是
把四川省的发展、期盼与国家的战略
发展需求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以
前作为地方政府的新区打造，现在成
为国家级，也许一些以前的难题就不
再是难题。

参加本届西博会的各国政要官
员及嘉宾客商，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重
大战略机遇。大家纷纷在西博会舞
台上卖力“演出”，希望能在这里抢先
抓住与天府新区合作发展的机会。

意大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
马非同认为，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他会以总
领事的身份作为“桥梁”和“纽带”，力
争在天府新区的建设中，将意大利先
进的建筑、服装、环保、能源、IT等方
面的技术，及世界前沿的创意理念，
介绍到四川及中国西部地区，促进两
国之间的深度交流，共享发展成果，
而意方大规模参展本届西博会，就是
一个很好的契机。

法国香槟-阿登大区项目代表
傅可心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与法国
建交 50周年之际，法国非常看好四
川的发展，此次300多家法国企业参

加西博会，希望能与成都加强加深多
领域的合作。“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工
作是进行位于天府新区的川法生态
科技园项目建设，与四川合作搭建的
中法中小企业合作平台也将开始运
营。”

欧盟委员会企业与工业总司副
总司长安蒂·佩尔托马奇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这一次在来四川之前，我
已听说天府新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
这里将打造为高科技，同时又强调绿
色发展的科技园区。”

中国欧盟商会西南董事会主席
白桦说，这次参加西博会，从天府新
区的绿色增长中看到了很多机会，欧
洲的强项是环保和生物科技，双方在
这两方面大有作为。希望能提供更
多适合中小企业的政策、环境和条
件，吸引更多的欧洲优秀企业前来投
资。

天府新区海关正式获批成立

开启通向世界“新窗口”

升级国家新区 天府新区吸引全球财富目光

多点发力对外开放 天府新区提升国际竞争力

成都T2航站楼一流的设施
服务 陈轩 摄

吉利汽车生产线 龙轩 摄

欧盟委员会企
业与工业总司副总
司长安蒂·佩尔托
马奇出席第九届欧
洽会 高武辉 摄

第九届欧洽会开幕式现场第九届欧洽会开幕式现场 高武辉高武辉 摄摄

成都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成都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 双轩双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