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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成为重组全

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成都作为四川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核心区域，数

字经济发展已经跻身全国前列。2022 年 4月，成都市首个数字经济五年规划正式发布。 

为主动释放政府和市场主体资源，全力推动规划部署转化成为市场主体可感知、可参与的城市机会，本次发布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机会清单》，聚焦提升数字技术与创新能力、加快释放数据新要素活力、实现“6 个核心产业+7 个新

兴优势产业+6 个未来赛道”协同发展，分成“数字技术研发攻坚机会”“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机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机会”“重点行

业数字化转型机会”4 个版块，发布了规划方案征集、项目建设运营、技术（产品）联合攻关、产业协作配套、企业（项目）招引等

7 类 162 条供需信息。其中，规划方案征集需求信息 9 条，项目建设运营需求信息 25条、技术（产品）联合攻关需求信息 8 条，产

业协作配套需求信息 33 条，企业（项目）招引需求信息 48 条，投融资需求信息 13 条，人才需求信息 26 条。 

数字经济事关发展大局，数字成都顺应时代潮流。让我们面向未来、抓住机遇、赢得主动，以城市机会清单为媒，加速链接各类

供需资源，共享数字时代发展红利。 
 



序号 规划来源 项目名称 项目背景介绍 项目机会类别 项目机会内容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1
工业软件技术

攻关

复杂工业装备数字
系统多学科建模与

仿真平台

研发针对复杂装备的系统级多学科协同建模仿
真平台，建立以知识模型为中心的跨学科、跨
阶段、跨地域的协同创新数字化生态；培养一
批国际先进的复杂装备数字化设计与验证技术
人才队伍；深度服务于区域特色的装备研发支
柱企业，提升企业先进装备的研发效率和质
量；应用于国防、电力、能源、通信等工业领
域，率先在国内实现装备产品数字化升级，支
撑行业持续领先于国内及国际市场。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技术领域：数字线索和数字系统模型构建技术、设计仿真

与底层计算逻辑技术
2.资历要求：国际国内领先的自主工业软件技术公司、实验

室和相关机构
3.具体需求：按照“理论方法-关键技术-平台研发-示范应用”

攻关模式，突破多学科多粒度模型集成、互联网环境下模
型众创分享协作、分布式环境下模型编译及仿真代码自动
生成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基于统一建模与互联规范的多
学科协同仿真分析平台，形成面向航空、核动力、能源、
航天等重点行业解决方案，并在高校、企业、研究所等单
位开展应用推广

成都工元科
技有限公司

夏亦玲 15364186082 2022年6月-2025年12月

2
光电集成技术

攻关
光电集成高端检测
仪器重大专项

依托已落地的国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
”顶尖人才技术团队，构建从硬件集成、人工
智能核心算法、到精密仪器检验检测平台等上
下游产业链，打造成为西南地区高端光电产业
园，为公共安全、食品检测、应急救援等提供
数字化精准赋能的解决方案。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光电技术、高端仪器领域

2.招引对象：专精特新、高新技术、行业隐形冠军企业，引

入上下游企业构建光电产业良好生态

彭州市经济
科技和信息
化局、成都
五八湔江科
创有限公司

金筱莉 18782991545 2022年6月-2024年12月

3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龙泉驿区车城西一路566号

2.建设内容：打造航空航天叶片外观缺陷智能化检测技术验

证平台
3.估算投资：1000万元

4.具体需求：拓宽后续产品的供需对接渠道

4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智能检测、机器视觉等领域相关研发人员

2.资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3.招聘人数：5人

5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技术领域：智能检测技术、机器视觉技术等领域

2.资历要求：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实验室、技术公司等相关

机构
3.具体需求：共同深入开展上述领域技术研究

6
航发智能维修保障
模拟仿真项目

收集发动机维修、检测数据，利用人工神经网
络、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构建发动机智能故
障诊断人工智能模型，开展完全自主可控的航
空动力数值仿真系统的研制和开发，建立面向
全行业的航空发动机发数值仿真验证平台。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软件等专业

2.资历要求：硕士研究生以上

3.招聘数量：2人

北航成都航
空动力创新
研究院有限

公司

刘宇 18140225880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公园城市示范区”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机会清单

航空航天叶片外观
缺陷智能化检测技

术研究

基于航空航天叶片外观分类缺陷特征库和检测
标准规范，运用机器视觉技术和深度学习技
术，开展航空航天叶片外观缺陷智能化检测技
术研究，打造航空航天叶片外观缺陷智能化检
测技术验证平台，实现检测结果数字化储存与
检索。

成都美奢锐
新材料有限

公司
刘佳佳 17783257564 2022年6月-2023年6月

人工智能技术
攻关

一、数字技术研发攻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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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性能计算技

术攻关
北航成都航空动力

研究院项目

北航成都航空动力研究院在航发数值仿真、先
进材料与制造、功能材料及涂层等国家重大需
求、前沿领域确立6大方面、42子项研究方

向，实现高温合金母合金、超高温碳材料等创
新成果转化，研制碳化硅基体沉积系统等打破
国外技术封锁的大科学装置3套。目前由航发

数值模拟仿真团队搭建高性能仿真系统1套的

计算集群，形成大规模数据处理和高性能计算
能力（183万亿次/秒），2022年底前高性能计

算能力达到327万亿次/秒。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为国内外航空发动机提供数据验证技术开发等

系统解决方案
2.需求对象：有研发需求的国内外航空发动机设计、生产、

制造和维修企业

彭州市经济
科技和信息
化局、北航
航空动力研
究院有限公

司

金筱莉 18782991545 2022年6月-2023年6月

8

温江区四川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研究院
睡眠调控云平台运

营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古-加”国际脑科学合作项
目，建设睡眠调控云平台已初步具备睡眠调控
数据存储、分析和应用等功能，未来重点将加
速该平台在睡眠调控领域的创新研究与应用转
化。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构建睡眠监测、调节、控制、反馈的全过程数

据存储、分析和应用架构，建立调控方案优化评估和真实
场景应用系统，形成特色化、专业化、便捷化的专业云平
台
2.需求对象：国内具有科研大数据运营经验的团队/企事业

单位

四川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

研究院
任俊如 028-82729760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9

温江区四川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研究院
医疗器械委托生产

项目

研究院参与“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将

针对脑健康、脑疾病产生一系列科研成果，进
行成果落地转化，形成若干医疗器械产品，以
促进成都脑智产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为避免重复建设、资金浪费和设备闲置等问

题，四川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按照《医疗器械注册管
理办法》委托具备生产能力及相关资质的企业为研究院生
产（含试生产）医疗器械产品并协助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
2.需求对象：国内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资质企业

四川脑科学
与类脑智能

研究院
任俊如 028-82729760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10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

2.建设内容：构建城市级的基于可信网络的链式操作系统，

打造智慧城市可信数字底座。
3.估算投资：5000万元

4.融资需求：2000万元

5.具体需求：市场化融资

迅鳐成都科
技有限公司

陈春明 18208188099 2022年6月-2025年9月

11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区块链技术相关研发人员

2.资历要求：面向国内外引进研究生学历等以上高端人才，

建成国内一流创新团队
3.招聘数量：30人

迅鳐成都科
技有限公司

陈春明 18208188099 2022年6月-2025年9月

构建城市级的基于可信网络的链式城市操作系
统；面向国内外引进研究生学历等以上高端人
才，建成国内一流创新团队；开展区块链加密
算法、共识机制、智能合约、侧链与跨链等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致力于区块链组件、运
行环境等的国产化改造，打造成国产化标准的
区块链底层网络系统；针对智慧城市建设与运
营，赋能在金融、政务、产业服务等多个领
域；在金融方面，继续深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助力成渝共建西部金
融中心；在政务方面，联合四川省大数据中心
打造“区块链+川渝通办”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联合四川省医保局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医保应用
平台；在产业服务方面，针对在资源型、数字
型、服务型数字经济场景进行赋能。

区块链技术攻
关

基于可信网络的链
式城市操作系统技
术与应用研究

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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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才需求 全球招引量子科技领域高端科研人才和创新团队

13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研究方向：

1.量子信息网络研究平台

2.量子信息网络关键器件

3.量子信息网络应用技术

资历要求：
国际国内领先的科学家、实验室、技术公司和相关机构

14 人才需求 全球招引类脑智能领域高端科研人才和创新团队

15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研究方向：

1.脑信息机制

2.脑器交互机制

3.类脑智能

资历要求：
国际国内领先的科学家、实验室、技术公司和相关机构

16 XR扩展现实
天回旧场镇打造数
字孪生重现天回盛
景虚拟场景项目

天回镇，金牛北城的文心，南丝路的文化本
底，承载了南丝的重要文化脉络，项目位于天
回旧场镇核心区，占地约667亩。项目依托成

都露天音乐公园、凤凰山体育公园、熊猫国际
旅游度假区等周边文旅资源，天子回銮等人文
典故，运用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手法再现天回盛
景，策划打造城市微度假旅游目的地，打响天
回知名度。

项目运营需求

1.需求内容：招引企业共同打造数字孪生天回盛景虚拟场景

项目
2.招引对象：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

金牛区荷花
池国际商贸
城管理委员

会

郭佳
18215654640

028-87707216
2022年7月-2023年7月

17
试验检测数据分类

数字化归集

因检测机构的试验检测数据涉及门类较多、数
据量大，当前分散的纸质化管理不利于对各类
被检对象试验数据的归纳应用。通过将相关业
务流程数字化，促进公司发展提质增效，并统
一归集公司数字资源，为公司数智化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科研人才

2.具体要求：招引具备较强数据分析能力及科研能力的检测

专业人才，充分挖掘公司数据资源，实现价值转换
3.招聘数量：1人

四川中科建
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
王方鑫 18011144882 2022年6月-2025年6月

18
成都传媒集团媒资

库

集团所属成都日报、成都商报、全搜索等媒体
单位积累了丰富的内容资源，据初步估计，图
片资源208万张，视频资源约2.8万个。各家单

位的媒体资源随着新媒体业务的深入发展在日
益增加，但在对媒体资源的采集智能化、数据
标签化、编辑智慧化等方面还存在如数据采集
自动化程度不高，媒体数据标签体系不健全，
重复利用率低，数据价值挖掘不够以及老旧纸
质媒资未作数字化处理等问题。通过建设成都
传媒集团媒资库，可将媒体资源进行汇聚、管
理、共享，促进媒体间资源互通互融，建立“
内容生产--媒资入库--确权定价--用于消费”
的生态循环，实现媒体资源价值最大化，对于
成都传媒集团加快提升集团数字化治理与数字
化服务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产品（服务）采购
需求

1.需求内容：媒资的标引、智能编辑，智能搜索等AI技术以

及确权存证和媒资交易等
2.征集对象：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

成都商报社 党伟 13880740996 2022年7月-2024年12月

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

化

13550418888 长期有效

脑科学
天府绛溪实验室类
脑智能前沿研究中

心项目

打造天府绛溪实验室类脑智能前沿研究中心，
深入开展宽频脑电磁信息分析，挖掘高级脑功
能背后的信息学原理、多尺度的脑网络互连机
制和脑与生物体内各器官之间的动态交互机制
。通过基于脑机制的类脑智能技术的攻关，突
破关键“卡脖子”应用瓶颈，实现变革性技术的

创新，为我国抢占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提
供有力支撑

未来科技城
发展局

马旻 13550418888 长期有效

量子科技
天府绛溪实验室量
子互联网前沿研究

中心项目

打造天府绛溪实验室量子互联网前沿研究中
心，布局量子信息网络的前沿研究，通过原始
创新打破现有信息技术的“卡脖子”问题，瞄准

我国未来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
绕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瓶颈技术，开展基础
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探索研究和关键技术攻
关，产生一批原创性的具有重要意义和重要国
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在若干方面将研究成果
转化为可预期的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为我国
在未来的国际战略竞争中抢占核心技术的制高
点打下坚实基础。

未来科技城
发展局

马旻

二、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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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产品（服务）采购

需求

1.需求内容：各类优秀文化艺术作品、素材，包括数字化成

品、可数字化作品等不同形式的文化艺术内容
2.征集对象：各类文化机构和企业，艺术大家，社会各类优

秀文化艺术创作者等

20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引入各类优秀数字文化资源，丰富完善文化资

源数据内容
2.招引对象：全国各类文化企（事）业单位、全国各类媒体

企（事）业单位

21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数字文化资源内容输出协作

2.需求对象：对文化数字化资源内容需求的企（事）业单位

22 规划设计编制需求

1.编制内容：四川省教育数据资源共享标准制定、跨部门、

跨行业的数据标准体系规范
2.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3.征集对象：参与制订教育数据标准和体系的企业、社会团

体、教育或科研机构

23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数据分析、数学等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参与过国家相关数据标准制订工作，或制订过

行业数据标准且具有8年以上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3.招聘数量：2人

24
乡村振兴低碳溯源

示范项目

围绕乡村振兴数字农产品品牌打造，以宝讯溯
源为技术支撑，采取乡村振兴农产品溯源、品
牌授权、低碳科技等方式，建设有本地特色的
新经济应用场景，打造数字农产品品牌平台线
下展示和体验、乡村振兴农产品溯源品牌策源
地，融入展示宣传、科普教育、成果体验、业
务培训等内容，力争将场景建设方案形成体系
化、标准化，为项目提供品质保障。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项目内容：碳排放溯源、乡村振兴示范数据要素平台

2.项目地址：成都市

3.具体需求：拟引入碳排放追溯数据储存及溯源企业合作；

拟引入乡村振兴地方政府、企业物流企业协作；拟引入优
势产品渠道、京东等品牌合作

宝讯溯源低
碳科技（成
都）有限公

司

央金 17828190278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25
金易城市数据湖场

景

成都金易数据湖着力打造数据湖该场景以人工
智能、云计算、云存储为主要服务形式，实现
“天上有云，地下有湖”的数据湖生态循环，面

向政府、企业、个人，融合数据感知、存储、
分析为一体，以光电磁全介质混合存储系统为
基础，满足数据存储读写速度、存储时间、存
储安全、分布式存储等全需求场景，着力收集
、整理、开放数字经济核心要素“数据”，推动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以实现数据资产受托保管
、受托治理、受托交易的数据银行为核心商业
模式，实现“超级存储”、“超级连接”、“
超级计算”相配套，推动新一代城市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目前城市数据湖场景已形成可复制方案，需进一步合作推
广

成都金易数
据湖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

公司

汪老师 19181736272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

化

13980079232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5G+教师综合评价

体系

建设四川省教育数据共享管理中心，促进教育
数据资源标准制定，推动跨部门、跨行业数据
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区域教育质量提升最大化
发挥教育数据价值。

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

公司

马露
易洪宇
王凌剑

13666123287

15882485955

18117351740

2022年6月-2023年5月

数字文化资源库建
设

建设数字文化资源库，联合全国文化机构，整
合文化资源，创新融合区块链、大数据等技
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数字
化的资源库，提供精准化数字文化资源服务，
打造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数字
化服务平台。

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

公司
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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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数字化虚拟创新智

慧教室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虚拟现
实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化虚拟创新实
验室。 其中包括依托 5G 通信、传感器、射频

识别等技术搭建的智慧教室，可进行智慧分屏
研讨、智能板书、云端备课、直播/录播课堂

、跨区域同步课堂，建立智慧教育服务评价指
标体系及数据库  等，实现高效办公、精细化

管理，建立以成都区域高校为中心的教学实验
室创新联盟和全国新型校企合作标杆。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全国

2.建设内容：建设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智慧教育领域实验

室，目前已具备的条件：
（1）已经开发完成自研产品体系：

MSAI人工智能教学科研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MSData

数据传输软件、MSData数据分析系统、MSData数据存储管

理系统、MSData数据接口平台系统、MSData数据处理系统

、MaxReal XR智慧教学平台、MSFintech金融大数据教学实

训系统、MS数据科学平台等。

（2）与行业合作产品服务体系：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云计算与存储领域全系列产品销售、服
务与部署。
（3）已经完成联合科研合作项目：

四川大学数据计算定制科研项目（系列），四川大学科研
仪器合作项目，电子科技大学金融衍生品虚拟仿真系统定
制开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数据分析运算平台开发合作项
目，西南医科大学护理仿真系统开发，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老年康养虚拟仿真软件系统开发项目，重庆化工职业
学院汽车与智能制造系统开发项目。
3.估算投资：500万

4.融资额度：300万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

成都麦思多
维科技有限

公司
叶璐 13550047657 长期有效

27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彭州市

2.建设内容：采集、汇聚全域数据， 数据清洗加工，数据

传输交互， 数据质量稽核保障， 构建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3.预算金额：待定

4.具体需求：建设城市数据资源底座，包括数据采集、汇聚

、传输、管理的数据资源体系、数据质量保障机制、数据
资源管理整体架构等主要功能

彭州市行政
审批局

欧明皓
02888505000-

8016
2022年6月-2025年12月

28 人才需求

1.专业需求：大数据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2年以上相关项目经验

3.招聘人数：1人

彭州市行政
审批局

欧明皓
02888505000-

8016
2022年6月-2025年12月

29 解决方案征集需求

1.需求内容：包括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智能分子育种平台、

数字化展示平台等解决方案
2.征集对象：国际国内知名数字农业研究设计单位

邢鹏 15208481592 2022年6月-2023年6月

30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数字农业（种业）

2.招引对象：数字农业（种业）平台型企业
邢鹏 15208481592 2022年6月-2023年6月

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

化

数据资源底座建设

基于统筹综合、创新融合、高效整合、可扩展
化的建设原则，以数据大集中、应用大集中的
攻坚策略，整合市级、区级、镇级、下级等数
据，构建数据资源体系，着力提升政务数据资
源传输、汇聚、治理能力，做强彭州智慧城市
数据资源底座

天府现代种业园种
业大数据中心

依托种质资源数据、智能农机、数字农业，建
设天府现代种业园种业大数据中心，构建全程
种植数据采集体系。通过监测数据实施获取、
大数据平台智能决策分析、种质资源智能育种
、作物长势分析、产量预测等技术，打造数字
农业创新应用示范展示中心和育种信息化示范
中心。

天府现代种
业园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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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邛崃市智慧城市“十

四五”专项规划

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

管”、社会诉求“一键回应”等要求,推动本级规

划与上级衔接，强化我市智慧城市顶层设计，
确定发展方向、建设思路、场景应用、项目抓
手。

规划设计编制需求

1.需求内容：结合邛崃市城市地域特点，编制邛崃市智慧城

市建设“十四五”专项规划，推动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

2.采购方式：公开招标/竞争谈判

3.预算金额：待定

4.征集对象：面向城市建设规划设计、城乡规划编制相关单

位

邛崃市行政
审批局

赵良福 88800850/qlszhrc2022@163.com2022年6月-2022年12月

32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摄影作者

2.具体要求：招引相关摄影作品作者，成为建筑图片库数据

内容提供者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33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

2.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图片库项目策划、数据建设

和后台开发
3.具体需求：具备开发、制作图片数据库的专业公司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34 项目运营需求

1.需求内容：建筑图片库交易平台设置和运营

2.具体要求：整合专业运维宣传机构及媒体，对该建筑图片

库进行图片数据交易的管理及平台宣传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35
成都城投集团土地
信息系统项目

建设土地信息系统，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土地
管理水平，有效推进土地整理工作，促进土地
合理利用。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国土、规划相关专业为宜

2.具体要求：推进土地规划、拆迁补偿安置、片区综开发、

管护、利用等各环节工作，制作数字化信息形成数据库

成都城投土
地公司

林立挺 028-62708903 2022年6月-2023年6月

36

成都市公共数据运
营服务平台（二
期）（暂定名）

升级和完善成都市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平台，提
升平台数据服务能力，丰富产品服务形态，强
化平台数据治理能力。

解决方案征集需求

1.需求内容：成都市公共数据运营服务平台架构优化、功能

新增以及新技术应用等
2.征集对象：国内有资质、有经验的行业领先数据业务服务

单位

成都大数据
集团

孙立爽 18183274776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37
数字文化产权交易

平台建设

建立数字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完成交易要素汇
聚、数字文化产权确权登记、资产评估、价值
挖掘、交易交割。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形成数字文化技术、法律、数字化、渠道等场

外交易服务，形成数字文化产业要素交易市场
2.需求对象：数字文化技术、法律、数字化、渠道等数字文

化产业上下游机构、企业以及个人交易方及交易要素

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

公司
万睿靓 18628025372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38 数据资源底座建设
为了更好的服务本地企业，盘活经济，促进本
地企业健康发展，建立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将
数据供给给企业，实现实现数据资产化。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彭州市

2.建设内容：构建公共基础库、专题库、主题库；完善数据

资源共享服务能力； 构建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平台；数据资

源开放机制设计与编制
3.具体需求：建设城市全数据流通体系及公共数据服务平

台，包括基础库、专题库、主题库等数据资产治理服务、
数据共享开放服务等主要功能，设计与完善数据资源开放
机制

彭州市行政
审批局

欧明皓
02888505000-

8016
2022年6月-2025年12月

数据资源化、
资产化、资本

化

成都城投集团建筑
图片库项目

建设专业建筑图片库，盘活集团及合作方既有
图片资源并使之产业化，完善图片数据交易撮
合等功能，规范开展建筑图片数据要素市场流
通中介服务，成为全国一流的建筑图片数据库

。

成都城投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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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北斗产业化应用

“十四五”时期，依靠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全面建成和开通服务的重大机遇，将开发出
各种应用，尤其是以短报文功能为特点的北斗
收发终端，所有收发终端都需要安装北斗三代
射频功放芯片，由于终端的多样性，需要研发
多种规格的北斗功放芯片，考虑到手持机的庞
大数量，成都英诺迅科技有限公司拟重点开发
5瓦内匹配北斗三代功放芯片。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集成电路、微电子，射频功放设计研发（测

试）人员
2.资历要求：工作5年（2年）以上

3.招聘数量：1人（2人）

成都英诺迅
科技有限公

司
李昕 18913161859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40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与政府平台（如：成都芯火双创基地）建立产业实验室，
服务地方性产业需求；
与政府平台（如：成都芯火双创基地）共建区域性人才培
养机制和体系，共同合力打造国产化产业生态链，引领区
域性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提供各类国产全自主EDA工具软件，支持成都集成电路产

业平台，芯火平台建设。
依托成都芯火双创基地，进行产业端培训实训。以产教融
合的方式推动区域高端工业软件领域校企实践。
探索国产本土集成电路产业链安全平稳发展的各种方式方
法。

梁艳 13558879655 长期有效

41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硕士以上学历，1~4年工作经验

3.能力要求：有大型软件开发经验，熟悉C++开发语言

4.需求数量：10名

黄灿 15882322423 长期有效

42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电子、集成电路等相关企业

2.招引对象：孵化培育和创业投资的科技型企业
张丽侠 18181418889 长期有效

43

邛崃市天府新区半
导体材料产业功能
区创新交流中心

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与天府新区构建“总

部+基地”“研发+生产”合作模式，打造集总部

办公、创新研发、会展发布、城市会客等功能
于一体的异地科创中心。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对象：半导体晶圆材料、辅助材料、芯片生产、芯片
设计、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等半导体材料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及创新科研团队

邛崃市天府
新区半导体
材料产业功
能区发展服

务局

梁鹏 17358678354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44

邛崃市天府新区半
导体材料产业功能
区综合运营中心

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打造集政务服务、金

融服务、商务会议、科创办公、星级酒店等功
能于一体的企业服务最前端和科创研发汇集区
。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对象：围绕半导体材料和新能源电池产业配套的政府
服务、科创办公、咨询服务、酒店银行等相关机构企业

邛崃市天府
新区半导体
材料产业功
能区发展服

务局

梁鹏 17358678354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45 泉水湖智谷

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建设总部大楼、科创

空间及标准厂房等相关配套设施，打造孵化新
能源、半导体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优质中小
微企业平台。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对象：机器人研发、新能源汽车电机零部件、电控，
车载多媒体、新材料研发生产制造，智能制造，半导体晶
圆材料、辅助材材料、芯片生产、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
、封装测试、终端应用等半导体材料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邛崃市天府
新区半导体
材料产业功
能区发展服

务局

周川东 15680558909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集成电路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机会

成都九芯微研发及
产业基地项目

建设约65000平方米的研发办公楼及配套设

施，建设支持45nm、40nm、32nm、28nm、

20nm及以下先进工艺的数模混合及数字全流

程EDA服务云平台，形成覆盖全国集成电路设

计及制造企业的云服务中心，为EDA工具供应

商及使用者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成都华大九
天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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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空港新城智造基地

（一期）

智造基地一期项目占地面积84亩，总建筑面积

11.6万平方米，以玻璃幕墙为外立面，风格以

轻盈流线型的体量感为设计主要构思，打造高
品质标准化厂房。项目内，小户型楼栋集成电
路设计与研发中心和精密仪器制造（消费电子
领域）研发中心，大户型楼栋构成半导体材料
生产与制造基地和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地，协
同构建消费电子产业园。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消费电子

2.招引对象：相关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

成都产兴城
市建设有限

公司
廖梅琳 13628065728 长期

47
秦川智慧工厂建设

项目

为响应国家提出制造回归本质以及中国制造
2025（工业4.0），秦川投入智慧工厂建设，

秦川智慧工厂它包含精密模具制造、机械加工
自动生产模块、表面处理全自动生产、塑胶零
部件自动生产、阀座阀盖自动生产、基表全自
动生产、智能燃气表(包含铝壳表和钢壳表)自

动检定生产、智能燃气表总装自动生产、智能
水表生产、流量计自动生产、自动化立体成品
仓库等生产模块，将各个不同功能的生产线模
块通过DNC进行连接成一条设备自动化+管理

信息化+互联网、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燃

气表、智能水表自动化柔性生产线。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机械自动化设计调试、电气自动化设计调试相

关专业
2.资历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专业，3年以上

机械产品设计工作经验
3.招聘数量：100名

成都秦川物
联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李鑫 028-84879878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48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新都区

2.建设内容：打造一个集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的全国高端先进制造业示范基地。
3.估算投资：20亿元

4.具体需求：引入具备相关资质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饶芸 15707973776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49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网络通信、电子应用、计算机、自动化专业相

关技术人员
2.资历要求：重点引进国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顶尖人

才以及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高端人才
3.招聘数量：60名

赖涂欢 18080148685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50 项目运营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新都区

2.形象进度：项目已启动，处于加快建设阶段

3.具体需求：招引有产业园区运维经验的机构和专业招商机

构，对产业园区运营进行管理

饶芸 15707973776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智能终端

微网优联WiFi智能

终端产业园二期项
目

微网二期在新都区规划建设微网优联Wi-Fi智

能终端产业园，打造一个集自动化、数字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全国高端先进制造业示范基
地。占地面积约146亩，设计规划日产能30万

台，年产能1亿台，年产值营业额可超百亿。

新都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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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合瑞达基建产业链

服务平台

以提高基建产业物资、配件数据化规范、高效
、集约化管理能力为目标；以信息化、数字化
管理为抓手，治理商品标准库、为建筑行业客
户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1、基础信息化管理平台：

为传统的采购管理、销售管理、仓库管理、供
应商管理、客户管理等提供全面数字化服务能
力。
2、合瑞达云仓平台：

1)管理与平衡社会资源，管理精准的用户需

求；
2)多级协同，精准销售预测，场景驱动，资源

全渠道共享；
3)供应链运营为主导，基于对用户订单需求的

分析，选择合适履约方，进行订单处理；
4)当日/次日达、门到门、客户到前置仓等，最

小消费半径的产品交付；
5)关注整体供应链效率。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金牛区中铁产业园A区7栋505室

2.建设内容：轨道设备配件、基建物资耗材数据标准化治理

、基础信息化平台、云仓平台搭建。
3.估算投资：1.6亿

4.融资额度：2000万元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

成都合瑞达
有限公司

袁恒 18123342077 2022年5月-2022年12月

52
未来乡村数智平台

建设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针对如何破解钱、地、人难题；如何研判田园
综合体、特色小镇引爆业态和产业布局； 如

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
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
作，依旧成为乡村振兴部署实施等难点问题
。，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以三维时空信息为核
心，融合空-天-地多源数据，形成“人-地-事-物

-情-组织”综合治理体系，并形成围绕产业、风

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
治理等场景的数字乡村建设专属解决方案。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四川省各数字乡村试点县

2.建设内容：建设融合空-天-地多源数据，形成“人-地-事-物

-情-组织”综合治理体系，形成数字政府转型与乡村振兴抓

手

四川视慧智
图空间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

刘铭崴 15928696870 2022年6月-2025年6月

53 全国科普日场景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将在9月科普日期间举

办线上科普活动，现征集活动执行机构，要求
对科普类活动熟悉，提出创新性活动方案并执
行，能够熟练在各类平台对活动进行宣传，扩
大活动影响力。

重点活动承办需求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将在9月科普日期间举办线上科普活

动，现征集活动执行机构，要求对科普类活动熟悉，提出
创新性活动方案并执行，能够熟练在各类平台对活动进行
宣传，扩大活动影响力。

成都市金牛
区科学技术

协会
黄老师 028-87515998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54
基于国产游戏引擎
的新一代三维空间
信息平台研制

突破国际环境对国内三维实景空间信息技术的
封锁，以国产游戏图形引擎为基础，打造图形
引擎-数据采集-平台应用一体的新一代全国产

自主三维空间信息平台，覆盖数据存储、数据
优化、可视化分析等各个方面。提供全国产自
主的地上下、室内外、水上水下无缝表达的真
三维地理信息产品与技术服务，支撑数字城市
到智慧城市的升级。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产品内容：新一代GIS引擎与三维实时渲染引擎的深化研

发及应用，具体为：游戏引擎能力的优化输出、面向游戏
引擎的GIS预处理工具、SDK及插件、低代码编辑器

四川视慧智
图空间信息
技术有限公

司

刘铭崴 15928696870 2022年6月-2025年7月

55
数据驱动的生产工

艺优化

通过采集生产过程的工艺数据、加工履历、设
备参数、生产环境参数等数据，对生产过程进
行建模分析，形成生产参数优化模型，实现生
产参数自动优化。成功应用于型材生产，参数
调整时间由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实现在面板
、PCB板等泛半导体行业的应用。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与制造业企业展开合作
成都数之联
科技有限公

司
楚凤娟 13882272675 长期有效

软件和信息服
务



序号 规划来源 项目名称 项目背景介绍 项目机会类别 项目机会内容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56

基于5G+工业机器

人的智慧仓储作业
系统

针对仓储作业过程中存在物资存量大、种类
多，运作效率低，库存差异大等问题，以5G

网络技术为支撑，采用工业机器人（AGV）等

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智慧中央调度系统与智能
物资管理系统实时数据交互，并通过5G网络

与AGV进行通信。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与仓储行业企业展开合作
成都格理特
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张贝贝 18380385937 长期有效

57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崇州市

2.建设内容：开发“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农业系统，建设一套

数字农业农田基础数据收集系统，在崇州市隆兴镇、道明
镇试点建设千亩数字农田示范区及数字农业调度中心。
3.估算投资：300万元

4.具体需求：系统开发、数字农田示范区及农业调度中心建

设。

阳杰
18142595845

028-8914710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58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种子、作物营养、栽培等农

学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1年以上实际大田粮食作物（水稻、小麦等）

相关工作经历、优秀应届毕业生均可
3.招聘数量：20名

丁峤
19150239115

028-8914710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59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技术领域：5G大数据

2.资历要求：有数字农业基础设施、精准农业智能装备及农

业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技术
3.具体需求：研发农业农田基础数据收集及数字农业调度中

心

刘波
13881763180

028-8220271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60
成都·崇州大数据产

业园项目招引

聚集软件开发、内容审核、互联网电商、平台
型经济等新经济企业和数据采集、数据存储、
数据清洗、数据标注、数据应用等数据服务型
企业入驻。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场景位置：成都·崇州大数据产业园

2.载体面积：51万平方米

3.载体租金：35元/平方米·月

4.载体单元：100m
2
-2000m

2：

5.具体需求：大数据类企业

崇州市大数
据局

张春生
028-82317588

15002842284
2022年6月-2025年6月

61
"区块链政务服务平

台"项目

通过建设基于自主可控区块链技术的政府服务
平台，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
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
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城市级区块链
基础设施，打造“区块链+政务”智库，围绕着

教育、养老、就业、公益、社会救助等“区块

链+”领域工作，开展区块链应用示范场景建

设，形成行业或地方标准，并打造成都市级区
块链产业园区，形成区块链上下游集聚，促进
产业经济生态良性发展。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

2.建设内容：城市级政务区块链基础平台搭建，区块链应用

支撑引擎建设，以及“区块链+政务服务”场景建设，完成构

建共建共享、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
3.估算投资：12101万元

4.融资额度：6050.58万元

5.具体需求：计划于2022年从外部借款6050.58万元，并于

2024年全额偿还，外部借款年利率4%

成都金融梦
工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杜翔 18681357650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62
珉田科技数字产业

园

建设科技数字产业园，新建车间、厂房等建筑
面积约4万平方米。

规划设计编制需求

1.编制内容：能评编制服务

2.采购方式：对接联系

3.征集对象：全国有资质的服务机构

成都珉田科
技有限公司

王晓桃 15812487224 2022年6月-2022年8月

中化数字化农业园
区项目

通过开发“空天地”一体化智慧农业系统，免费

为种植户提供遥感监测、精准气象、AI识别、

线上技术直播等服务，实现病虫害及时诊断、
农事作业精准服务，建设一套数字农业农田基
础数据收集系统，在崇州市隆兴镇、道明镇试
点建设千亩数字农田示范区及数字农业调度中
心。

中化现代农
业四川有限
公司/成都市

崇州都市农
业产业功能
区管委会

软件和信息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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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

2.建设内容：PC端、微信小程序及接口开发具体需求：场

馆/场地管理、场地日历、预约管理、约球管理、课程管理

、 客户管理、会员管理、员工管理、统计分析、系统配置

管理

64 项目运营需求

1.需求内容：软件及服务推广，数据资源供给。

2.具体要求：提供软件产品及部署运维服务，对用户和场馆

数据进行分析提供商机

65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软件开发技术人员

2.具体要求：熟悉Visual Studio、IDEA、Visual Code等开发

工具

66
不动产数字化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

产经营管理业务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型信息平台
。实现资产管理运营全线上化、业财一体化、
资产收益、运营效率可视化，通过信息技术手
段构建了“人管”+“智管”双线监督运营模式。

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监管提质增效、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可独
立部署集团版SAAS系统，实现一套系统解决

全集团不动产数字化运营管理的需求。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资产数字化、信息化管理领域、国有企业资产

管理数字化转型
2.招引对象：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国有平台公司、资产

管理企业等

成都城投资
管公司

梁德治 18086826608 2022年6月-2025年6月

67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软件开发、测试运维等相关专业人员

2.资历要求：5年以上相关从业经验，能独立完成服务端相

关项目研发。
3.招聘数量：15人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68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需求内容：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全流程数字化转型服

务，（包括以政府、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甲方企业、求
职者等为主体的全线上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
2.需求对象：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69

 远洋资本智慧医疗

及公共安全大数据
产业园项目

项目选址成都医学城，计划总投资50亿元，建

设智慧医疗及社会公共安全大数据产业基地，
包括存储、容灾备份、数据交换和数据分析处
理中心等，实现6000个机架上线运行。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人员

2.资历要求：重点引进国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顶尖人

才及中高级软件工程师
3.招聘数量：5名

四川远盛洋
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
苟焱明 18980663569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70 规划设计编制需求

1.编制内容：满足国家数据安全规范的省教育数据安全规范

2.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3.征集对象：参与制订教育数据安全规范的企业、社会团体

、教育或科研机构

71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网络、数据安全等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参与过国家相关数据安全规范制订工作，或制

订过行业数据安全规范且具有8年以上相关相关工作经验

3.招聘数量：2人

72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技术领域：数据安全规范、大数据处理、数据碰撞

2.资历要求：相关技术领域行业领先企业

3.具体需求：联合攻关教育数据共享前的、满足安全规范的

大数据处理技术、数据碰撞技术

软件和信息服
务

2022年6月-2023年6月

瑞人云

瑞人云项目以人力资源全流程服务外包SaaS平

台技术为主要研究目标，以独有的三大操作端
口（平台端、企业端、员工端）为主体，将
HRO人事外包、劳务派遣、岗位外包、灵活就

业四大核心服务全部在线完成，构建完整的人
力资源全流程服务外包闭环。项目荣获国家级
2020中国（宁波）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创业大赛

一等奖，并取得6项国家发明专利。截止目

前，瑞人云已服务全国300多家大型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

四川省瑞人
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谢雨婷 18380590196

智慧场馆管理系统

实现体育场馆的网络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管理
。提供用户线上预约、课程查询等互联网体验
。场馆运营维护过程中，根据环境、时间等不
同条件对各类设备的智能化管理。聚合大数据
分析技术，实现对用户偏好和场馆运维的精准
分析，为场馆的商业化运营提供重要输入。

成都城投土
地公司

王亦衡

2022年6月-2023年5月
5G+教师综合评价

体系

建设四川省教师评价数据共享管理中心，保障
共享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隐私安全，制定教育
数据共享规范，推动区域教育质量提升最大化
发挥教育数据价值。

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

公司

马露
易洪宇
王凌剑

13666123287

15882485955

18117351740

028-6270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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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成都智算中心一期

项目

成都智算中心是“东数西算”成渝枢纽天府数
据中心集群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项目包含“一
中心三平台”。一期项目建设307P的人工智能

计算能力，用于承接国家重要需求、科研创新
和战略落地。

技术（产品）联合
攻关需求

1.技术领域：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领域

2.资历要求：具备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领域研发能力和解决

方案能力
3.具体需求：征集高校、企业及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人工智

能领域前沿课题合作，补齐生态短板，产出一批有影响力
的重大科研成果，同时推动成果商业化落地，聚集上下游
生态伙伴孵化基于昇腾的行业解决方案，重点打通智慧城
市、交通、医疗、金融、制造等行业正产学研用全流程，
提升城市人工智能产业影响力

智算云腾
（成都）科
技有限公司

刘松 18227664721 2022年1月-2027年1月

74
温江区人工智能产

业园

项目占地面积71.5亩，以建成“高新技术产业

、高端研发产业”为核心，发展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及服务等产业现代化、综
合性园区。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对象： 以“高新技术产业、高端研发产业”为核心的
现代化、综合性企业

温江区健康
产业服务中

心
陈建 028-82668799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75 项目运营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33号，白鹭湾新经济总

部功能区
2.项目建设内容：以数字智能为核心，重点发展数字智能、

绿色智能经济、电子信息等数字新经济产业，按照“工业上

楼”模式，规划建设高层产业大厦、多层标准厂房以及产业

配套区，打造适合数字智能、绿色智能经济等都市工业发
展的生态型、智慧化产业承载空间
3.形象进度：项目计划2022年10月前开工，2025年3月底前

竣工
4.具体需求：招引具有丰富的数字新经济产业资源与产业园

区管理经验运营商合作

76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产业类别：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应用、

电子信息等数字智能、绿色智能领域成熟型、成长型企业
2.招引企业类型：数字智能生产型企业和都市工业总部型企

业

77
临空新兴智造园

（一期）

占地面积约300亩，项目总投资不低于30亿

元，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约8亿元。一期建成后

涵盖无人驾驶、下一代通信技术、商业航天等

领域。项目初步选址位于机场北片区，临近机

场，属于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需求内容：数据服务基础设备、数字化应用核心器件

2.需求对象：数据服务基础设备、数字化应用核心器件企业

等

东部新区航

空和口岸经

济局

罗理毅 13564554401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78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高新区

2.建设内容：研究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订单流转技术、基于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物流承运调度技术、基于区块链智能合
约的物流仓储技术、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物流在途跟踪
技术、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仓储监管技术、基于区块链
智能合约的物流结算技术、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物流园
区管理技术、CRUD-TABLE-SDK技术、TABLE-

INTERFACE技术

3.估算投资：3000万

4.融资额度：2000万

5.具体需求：用于研发创新及市场推广，拟在供应链、物流

领域开展应用示范10个以上，实现销售收入（产值）50000

万元

刘子嫣 17780002856 2022年6月-2023年6月

79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与白酒企业开展试点，在其经销体系内推广应

用，进而向全市推广
2.需求对象：成都市优秀白酒企业及物流公司

寇希静 15928864434 2022年6月-2023年6月

人工智能

白鹭湾数字新经济
科创园

项目占地41.3亩，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建

设以数字新经济为核心，集科技研发、新产品
测试及智能智造为一体的“高品质、高能级、

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绿色低碳智慧园区。

成都新闻实
业有限责任

公司
谢兴文

13679026856

028-62501806 长期有效

基于区块链的供应
链物流控货平台

新龟科技积极响应国家数字经济及“川酒振兴”

发展战略，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扎根白酒产业，开
发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物流控货平台，以白酒
实现上下游企业全渠道经销行为管理、库存管
理、精准生产营销等跨级价值，全面赋能白酒
产业链降本增效，助力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四川新龟科
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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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人工智能
全息智能地理技术
构建实景三维中国

应用场景

基于Geospecific 3D实景建模\MR\全息显示等

新一代数字孪生和工程仿真技术，集成全息智
能沙盘可视化显影终端，实现多源时空数据融

合，城市数字底座搭建。建成占地面积1000m
2

的产业功能区全息智能显影系统场景。

产品（服务）采购
需求

1.全息智能沙盘应用场景：全面升级传统模型沙盘及电子沙

盘，实现实景演练、演示、展示等
2.政企合作：城市会客厅、展厅升级、救灾指挥、交通管控

等
3.商业运用：地产沙盘、样品房实景展示、景区实景展示等

成都科比科
科技有限公

司
周玲 18981787001 2022年6月-2024年12月

81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营销资源和具有UI设计的软件

2.需求对象：有销售体系的公司

82 企业协作需求
1.需求内容：营销资源和具有UI设计的软件

2.需求对象：有销售体系的公司

83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重点招引数字基础设施相关项目

84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项目合作

2.需求对象：软件研发、人工智能、设备制造、集成实施、

大数据分析、数据治理、交付运营等能力的企业

85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通信工程、软件工程、信息安全、电

子、市场营销、公共关系、金融、管理
2.资历要求：本科及以上

3.招引数量：40人

86
数字经济产业园项

目

占地132.1248亩，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绿化

面积2.2万平方米。以智慧智能、创新创业两

大场景为核心，打造连接TOD各项目的超级甲

板，布局研发办公、CIM+产业示范、复合商

业、城市会客厅等功能，打造新津数字经济集
聚发展示范场景。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重点招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建造、数字内容、人工智能
链主及相关企业

天府牧山数
字新城管委

会
张惠琳 13668220996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87 旭辉·天府未来中心

本项目为新津站TOD+5G公园城市社区二期，

总占地面积约356.35亩，可提供约20万㎡产业

载体打造集智慧写字楼、花园式办公楼、长租
公寓、商业生活配套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重点招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建造、数字内容、人工智能
链主及相关企业

天府牧山数
字新城管委

会
张惠琳 13668220997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88
智在云辰数字经济

产业基地

智在云辰以“物理开发+数字开发”双开发模
式，打造“TOD+5G”公园城市社区品质建筑

。依托3万平方米的空间载体，打造成为集5G

场景展示、科创空间、产业集聚、创新发展、
商业配套为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基地。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重点招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建造、数字内容、人工智能
链主及相关企业

天府牧山数
字新城管委

会
张惠琳 13668220998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新一代信息网
络

19382216502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云津智慧科技全国
总部

新津数科集团联合联通数科、成都产投集团组
建云津智慧科技公司，打造全国县域城市数字
化转型综合服务提供商、重量级核心城市转型
应用系统的开拓者。

云津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

李丹 13540202721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复安科技西南总部

链接复旦大学技术资源，加强与复旦大学光纤
研究中心深度合作，引入成立四川复津安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光纤智能监控系统的产、
学、研、用一体化综合平台，在公共安全、公
共管理等“智慧蓉城”重要领域开展市场模式创

新和示范场景开发，并依托光纤研究中心技术
创新和研发优势，整合国内光纤技术研发团队
及相关学科资源，创新落户国家光子安全技术
创新中心，探索构建国家光子安全技术“创新

中心+研发基地+产业基地”的研发体系。

四川复津安
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宋秋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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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天象互动数字经济
产业互联网基地

联合数字内容头部企业爱奇艺，面积5000余平

米，围绕“数字商务+场景消费”、“数字内
容+科技孵化”，建设涵盖大数据、云计算、
电商、新媒体、新零售等业态的数字经济产业
互联网基地，充分发挥投资、孵化及行业资源
优势，汇聚知名数字经济创业团队，打造国家
级孵化器。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重点招引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建造、数字内容、人工智能
产业孵化配套相关中介机构

天府牧山数
字新城管委

会
舒玉丹 15882449964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90

北京星空年代共建“

一带一路”高通量宽

带卫星产业基地
（一期）

建设国际高通量宽带卫星网络运营中心，包括
数据中心、网络管理中心、运营管理中心、呼
叫中心等，以及空间信息前沿技术研发基地，
总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项目地点：简阳市空天产业功能区

2.招引领域：数字经济与卫星网络运营

3.招引对象：企业、运营商

四川星空年
代有限公司

万  勇 15282243352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91
大载重垂直起降无

人机项目

面向应急救援、高层灭火、物流运输等应用需
求，创新采用涵道式电动推力器技术，提高了
飞机的气动性能，兼顾了载重量和续航时间等
技术指标。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研制载重50-200 kg电动垂直起降无人机。

3.估算投资：1000万元

4.融资额度：1500万元

5.具体需求：产业基金、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

四川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

研究院
温源 1888402598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92
成都双流区大鹏无

人机项目

建设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无人机生产线，
产能规模不低于年产2500架。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无人机零部件

2.需求对象：无人机领域零部件企业

成都大鹏纵
横智能设备
有限公司

江俐琳 13666133192 2022年7月-2022年12月

93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桂花镇鹿坪社区

2.建设内容：建设成都以点（E103°45’09”、N31°06’03”）

为圆心半径3公里区域范围、真高300米的民用无人机专用

空域为无人机智慧谷规划范围，面积约20平方公里。

3.投资估算：5亿元

4.融资额度：4亿元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

94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无人机测试，研发实验

2.需求对象：无人机制造商

95 人才需求 需求对象：了解无人机的高精尖人才

96 重点活动承办需求

1.活动：大型无人机竞赛

2.活动时间：待定

3.活动地点：桂花镇鹿坪社区

4.活动场次：待定

5.活动规模：待定

6.经费预算：待定

97 机器人 智创产业空间

智创产业空间项目占地面积357亩，总建筑面

积39万平方米，是未来科技城首个高品质科创

空间。项目内，打造AI机器人研发中心、AI机

器人示范基地、工业互联智慧中心和精密仪器
制造（AI机器人领域）研发中心。配套金融服

务、人才服务、企业财税服务产业，打造AI机

器人示范园。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

2.招引对象：相关产业链上下游重点企业

成都产兴城
市建设有限

公司
廖梅琳 13628065728 长期有效

无人机

新一代信息网
络

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机会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肖宇 18228091223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民用无人机智慧谷

无人机智慧谷位于桂花镇鹿坪社区，以我公司
控股企业四川翔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的以
点（E103°45’09”、N31°06’03”）为圆心半径3

公里区域范围、真高300米的民用无人机专用

空域为无人机智慧谷规划范围，面积约20平方

公里。目前该区域已初步形成产业聚集，近年
来已有超过60家无人机相关企业来此开展试验

工作。

四川翔彭智
航科技有限

公司

周小明 18980849987



序号 规划来源 项目名称 项目背景介绍 项目机会类别 项目机会内容 联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信息有效期

98
面向建筑领域的智
能机器人关键技术

与装备

重点研发计划批的唯一一项建筑机器人科技项
目，交大负责其中的核心共性技术研究。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开发3种机器人设备，包括：（1）三种材质

（高分子、陶土和水泥）建筑结构3D打印机器人；（2）大

载荷液压驱动双臂板材安装机器人；（3）大曲率异形木构

加工机器人

3.估算投资：1350万元

4.具体需求：招引航空工业、汽车工业或其他大型装配工业

型企业

四川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

研究院
温源 1888402598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99
联东U谷成都新经

济园

围绕数字通信、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打造集
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中试成果转化、生产企
业总部、产品展示和生产配套功能于一体的高
品质产业空间。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数字通信、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产业

2.招引对象：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成都精诚恒
宇科技有限

公司
谭伟 17360016949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100 东广人工智能谷
按照“研发设计、创新转化、场景营造、社区
服务、景观环境”五位一体原则，围绕人工智
能产业链打造的市场化运作高品质科创空间。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智能制造、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等产业

2.招引对象：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东方广益投
资有限公司

杨晓梅 13880531993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101 产业配套协作需求 招引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设施、关联部件和出行服务企业

102 项目运营需求 招引具有智能网联汽车项目运营经验的企业和机构

103 规划设计编制需求

1.编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分析国内外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形

势，分析简州智能装备制造新城产业发展优势、总体思路
、任务目标等，完场简州智能装备制造新城产业发展规划
编制
2.编制预算：50万元

3.征集对象：规划编制单位、具有规划编制资质的研究院

104 解决方案征集需求

1.需求内容：编制产业链全景图、产业生态发展路线图、重

点企业和配套企业名录表
2.征集对象：具有相关资质的研究院

105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智能制造设备、绿色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

、智能终端等相关智能制造产业领域

2.招引对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关企业

106 重点活动承办需求

1.具体需求：策划、组织、开展2022年校园招聘活动

2.活动时间：2022年

3.活动地址：上海、深圳、成都

4.活动规模：每个城市至少进入5所高校

5.经费预算：100万元

智能网联汽车

机器人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成都东部新区智能
装备制造产业社区

成都东部新区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社区

成都东部新

区智能制造

产业发展局

厍军威 028-27013006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成都龙泉驿区智能
网联基础设施与智
慧出行服务项目

依托龙泉汽车城和中德智能网联汽车四川试验
基地，建设产业互联、资源共享，与智慧城市
相结合的汽车技术及服务产业集群。

成都经开数
字城市运营
管理有限公

司

黄福玲 1519828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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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数字化仓储系统相关研发、管理人员

2.资历要求：5年以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

3.招聘数量：2-3名

108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四川温江区

2.建设内容：建设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仓储基地，提

供加工分拣、保鲜、仓储、物流、耗材、包装、销售等一
站式服务，为大单品流通降本增效，打通产地与销售渠道
及终端通路
3.估算投资：1亿元

4.融资额度：5000万元

109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需求内容：引入农产品仓储流通关键环节各类企业，提升
配套服务承载能力

110
富硒酵母及富硒食
品饮料制备技术

本项目提供硒酵母的生产和相关硒酵母食品的
制造技术。富硒酵母是有机硒最好的补充剂之
一，可以直接作为保健品，也可以作为饲料或
食品添加剂。由于自然界生物富硒能力有限，
现有富硒酵母生产成本较高。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筛选具有更高更强的有机硒转化能力的高耐硒

酵母和人工酵母，酵母总硒含量均优于国标

3.估算投资：1000万元

4.具体需求：协作企业必须具有或自行建设发酵厂房

四川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

研究院
温源 1888402598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1 天府粮仓科创中心

建设智慧农业服务中心（成都市耕地保护智慧
系统、农事综合服务平台、电商直播基地、农
业职业经理人培训中心）；农业科创中心（专
家院士工作站、企业科创共享总部、粮油科技
研发孵化中心、科研成果交易中心）。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农业技术、智慧农业、粮油科技等相关研发人

员
2.资历要求：重点引进两院院士、国家“万人计划”、“千人

计划”顶尖人才以及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高端人才

3.招聘数量：30名

崇州都市农
业产业功能
区管委会

丁峤
19150239115

028-8914710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2
电子科大“三医+AI”

科技园

项目总建设面积13.5万平方米，招商面积10万

平方米，起步区97.5亩，未来将布局类脑智能

、基因技术、未来网络等未来产业新型科研机
构。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基础层如计算 硬件、计算系

统技术和数据等领域的企业和医疗人工智能应用层企业，
如医疗电子设备、医疗智慧化系统、医疗机器人、AI 医疗

影像等领域
2.招引对象：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

电子科大科
技园

马映波 18512826988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3 三医创新中心二期

项目占地102亩，总建设面积16.7万平方米，

招商面积：定制11万平方米，定制0.7万平方

米。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CRO

、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互联网医院、精专科医疗企业

成都连康投
资有限公司

边晶 1804035080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4 三医创新中心四期
项目占地73.99亩，总建设面积13.1万平方米，

招商面积4万平方米。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生物药、创新化药、医疗器械、医疗人工智能

等领域
2.招引对象：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研发企业）

成都中城九
联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彭松 1369900008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5
成都医学城国际科

创社区

项目占地294亩，总建设面积44万平方米，招

商面积34万平方米，由A、B、C三个地块组

成，A地块位于科伦药业西侧，B、C地块位于

科盛路南侧。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医药研发制造、医疗企业研发制造、医疗大数

据领域
2.招引对象：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生产型企业）

成都鱼凫产
城实业有限

公司
肖一羽 18628393967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6
成都腾云硬科技医
药健康产业园

成都腾云硬科技医药健康产业园是中国500强

世纪金源集团在成都医学城核心区打造的专业
化生物医药园区，占地面积85亩，总建设面积

8.5万平方米，招商面积8.3万平方米，内部专

业设施和运营服务配套完善，拥有生物医药产
业基金，可为优质入园企业提供融资和投后服
务。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与数字经济相契合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人

工智能领域
2.招引对象：链主企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准独角兽企业

成都腾云硬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张天瑞 18608040926 2022年6月-2025年6月

15882324075 2022年10月-2025年10月

新型数字化食
品

川农牛数字化云仓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仓储基地，包括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面积5000m
2左右。

成都川农牛
科技有限公

司
袁斌

数字医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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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三医产业园

三医产业园规划为集医学、医疗、医药为一体
的健康产业园区。包含医疗器械生产总部、中
医药生产总部、中医保健养生产品总部、健康
食品生产总部等相结合的三医健康产品生产总
部基地。一号楼建筑面积8779平方米，二号楼

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全部对外招商。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电子信息、智能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智能制造

等领域
2.招引对象：细分领域企业

四川春秋开
发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王琴 13880811328 2022年6月-2025年6月

118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郫都区

2.建设内容：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中药代煎配送服务平台（含

基础建设、设备及软件平台建设），产能规模不低于日服
务5000人次

3.估算投资：2500万元

4.融资额度：1000万元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

曹定知 13980059776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19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软件系统开发

2.需求对象：信息技术企业

120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中医药相关及信息化相关

2.招聘数量：2名

121

天府中药城“国家中

医药产教融合示范
城”项目

该项目占地2.27平方公里，将功能性平台嵌入

功能区发展总体战略，高水准规划实施创新中
心、孵化园、汇通公园、中医药博物馆、成都
中医药大学天府中医药创新港、四川中医药职
业学院等10余个子项目，总投资70亿元，为功

能性平台建设提供高品质的硬件支撑，着力打
造成为集创新研发、成果转化、场景营造、社
区服务等于一体的现代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和
高品质城市生活社区，专注于中医药创新及大
健康应用领域，构建“1+1”产业强链，力争

打造成为中医药产教融合示范城、中医药产业
创新极核、彭州高品质产业社区典范。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创新药物研发转化服务平台项目：拟建设化学业务平台、

测试业务平台、新药研发服务平台，招引CRO、CMO、

CDMO等企业入驻

2.生活配套服务项目：拟建设智慧邻里中心，包括精品商务

酒店、企业家俱乐部、中医药文化街区、活力商业街区、
智慧中医馆等生活配套服务项目
3.现代中药研发制造项目、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发

制造项目、特医食品及保健品研发及生产中心项目、功能
性药妆研发制造项目

天府中药城 梁艳
13488959947

028-86228018
2022年6月-2025年12月

122

天府中药城“高端生

物药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项目占地160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涵盖

药物设计、研发及开发。主要建设研发实验室
、发酵车间、纯化车间、生物制药车间、行政
楼及配套设施。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高端生物药研发及产业化领域有较丰富经验的企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3

天府中药城“高端医

疗装备产业化工程
项目”

项目占地100亩，建设医疗装备产品研发和生

产基地、基础配套生产区域、库房和物流中心
、医疗装备创新研发中心及分支产品生产线等
。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高端医疗装备研发、制造领域有较丰富经验的企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4

天府中药城“创新药

物研发转化服务品
台项目”

项目占地80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业

务涵盖开展药物试验方案设计、药物试验、承
担国家科技课题的研究任务以及推动药物研究
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建设化学业务平台、测试
业务 平台、新药研发服务平台。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拟建设化学业务平台、测试业务平台、新药研发服务平台
。招引CRO、CMO、CDMO等企业入驻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5
天府中药城“现代中

药研发制造项目”

项目占地100亩，建筑面积10万平米，主要建

设高端中药制剂研发实验室 ，动物实验中

心，临床试验中心，安全性评价中心及标准化
生产厂区及专业化办公楼宇等设施。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现代中药研发和生产领域有较丰富经验的企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数字医药健康

智能药房项目
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中药代煎配送服务平台，产
能规模不低于日服务5000人次。

四川省中药
饮片有限责

任公司

孟杰 13880290064 2022年6月-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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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天府中药城“古代经

典名方中药复方制
剂研发制造项目”

项目占地100亩，建筑面积9.7万平米，主要建

设高端中药制剂研发实验室，动物实验中心

，临床实验中心，安全性评价中心标准化生产
厂区以及专业办公楼宇等设施。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研发领域有较丰富经验的企
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02

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7

天府中药城“特医食

品及保健品及生产
中心项目”

项目占地80亩，建筑面积8万平米，涵盖特医

食品、保健品等研发生产，猪獒建设配发研发
中心，临床营养转化医学服务中心，质量检测
中心，生产中心及专业办公楼宇等设施。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特医食品及保健品领域有较丰富经验的企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8
天府中药城“功能性

药妆研发制造项目”

项目占地60亩，主要建设中药药妆、中药日化

品，水光正、肉毒素等功能性医美产品生产车
间及研发实验室，打造原材料到终端的一站式
生产服务平台。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功能性化妆品在市场占有广泛份额，研发团队国内
领先、具有多年医美产品研发生产经验的企业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29
天府中药城“医药贸

易中心项目”

项目占地50亩，建筑面积5万平米，主要建设

覆盖西南地区的医药大健康贸易中心，涵盖医
药冷链，中药材贸易，高端医疗器械贸易等仓
储物流线及相关办公配套设施。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招引在医药贸易，物流中心经验的大型医药贸易集团或开
发商

天府中药城 杨柏蒿
13980537323

028-86228018
长期有效

130

四川蜀邦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医药包装

项目”

受市场环境、环保等因素，四川蜀邦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积极转型升级，拟建设医药包装箱项
目。项目总投资5300万元，建成后将年产1.5

亿㎡包装箱纸板及纸箱，年产值3.5亿，年税

收800万元。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项目内容审批及建设；

2.项目建成后产销供应链；

3.助推当地医药包装事业，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

四川蜀邦实
业有限责任

公司
胡本奎 13438280596 2022年9月-2024年9月

131
先进医疗成果转化
中心（蜂巢式产业

加速器

项目建设地址为未来医学城环湖路东侧，占地
面积约215亩，总投资约20.4亿元，项目将为

生物药械科研团队及创新企业提供优质的研发
、孵化、生产及配套载体，加速医学科研成果
的研发、转化、生产。

项目承建需求

1. 项目地点：未来医学城

2. 需求内容：未来医学城拟筹划建设CDMO/CRO公共技术

平台，为园区及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3.形象进度：项目预计2022年8月开工建设

4.具体需求：诚邀CDMO/CRO龙头企业共同建设、运营

成都未来医
学城管理局

罗郑厅 17360015768 长期有效

132
未来医学港湾·科创

空间

未来医学港湾·科创空间 未来医学港湾·科创空

间规划建设占地面积约124.1亩，建筑面积13.3

万平方米，选址位于成都未来医学城首开区，
为成都未来医学城核心引爆项目。重点围绕先
进医疗技术、创新医疗器械、前沿生物技术、
现代中医健康医学四大主要研究方向，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健康高能级创新平台。

项目运营需求

1.项目地点：未来医学城

2.建设进度：项目建设中，预计2022年10月载体竣工。

3. 征集对象：分子检测机构
成都未来医
学城管理局

张凌 13678084815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133
金牛绿色数字展览

中心项目

项目位于成都国际商贸城A地块，占地约107

亩，规划建设面积约14.22万平方米。项目以

弥补片区会展功能、酒店配套功能等产业链短
板，打造智慧展示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精品
酒店、品质餐饮街区为一体的国际级会议展览
中心。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建设弥补片区会展功能、酒店配套功能等产业

链短板的国际级会议展览中心
3.估算投资：30亿元

金牛区荷花
池国际商贸
城管理委员

会

郭佳 18215654640 2022年7月-2023年7月

134
金牛国际数字商贸

港项目

项目占地约700亩（住宅474亩，商业85亩，公

共服务135亩。不包括A、F地块），总建设体

量约106万平方米。项目通过构建智慧展贸、

数字贸易、人才居住、环城生态相融合的贸易
新未来产业社区，打造国际商贸产业新动能策
源地。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建设智慧展贸、数字贸易、人才居住、环城生

态相融合的贸易新未来产业社区，打造国际数字商贸港
3.估算投资：200亿元

金牛区荷花
池国际商贸
城管理委员

会

郭佳 18215654640 2022年7月-2023年7月

数字文创

数字医药健康

mailto:13438280596/1543351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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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四川省数字艺术省
级重点实验室项目

聚焦文化产业发展，促进互联网科技在文化创
作、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的应用。

项目运营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金牛区

2.建设内容：开展科学与艺术结合类项目研究

3.估算投资：500万元

4.具体需求：实验室运行经费与场地

四川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

研究院
温源 1888402598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36
成都市金牛区特殊
教育学校智慧校园

建设

一、针对特殊学生建设智慧校园，能为广大师
生提供一个全面的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提供基于角色的个性化定制服务；
二、智慧校园建设，可以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
信息服务融入学校的各个应用与服务领域，实
现互联和协作；
三、智慧校园可以通过智能感知环境和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为学校与外部世界提供一个相互
交流和相互感知的接口。
预算金额：120万元

产品（服务）采购
需求

1.项目内容：建设完善一体化智慧校园体系

2.具体需求：智能校园基础管理平台、电子班牌、电子班牌

管理系统、人脸抓拍摄像机、智能视频分析服务器、翻越
报警摄像机（围栏）、行为分析摄像机（打斗摔倒奔跑烟
火检测）、IP网络广播服务器控制中心、无线话筒（含馈

线、无线放大器）、前端信号机、环境监测系统、工业级
、联网关、交互展示一体机、三维可视化大数据驾驶舱、
学校一体化展示平台、服务器、光纤交换机、机柜、智能
异常声感知单元、智能异常声感知综合管理平台（单级）
、系统集成、智能护眼黑板灯、智能护眼教室灯、智能恒
照度传感器、智能全面屏控制面板、智能网关、物联网护
眼灯管理系统

成都市金牛
区特殊教育

学校
夏峥纶 13982223321 2022年6月-2022年8月

137
温江全域旅游智慧

文旅项目

温江区组织完成区域全域旅游智慧文旅平台建
设，通过整合温江区全域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
旅游资源，形成温江区全域旅游资源规模优
势，完成全域智慧温江的智慧文旅+文旅平台

。实现温江的天府旅游名县、全域旅游示范县
建设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

2.建设内容：建设符号天府旅游名县、全域旅游示范县的区

级平台、温江一机游运营服务平台；建设温江智慧特色景
区和温江智慧特色酒店、民宿和温江天府旅游美食评选等
3.预估投资：0.5亿

4.具体需求：引入具备相关资质的建设、运营企业

温江区文体
旅局

胡明 13541327073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138
青羊区峨影沉浸式
电影博物馆项目

项目以主题剧场为亮点，以沉浸式园区为依
托，文化、商业、办公等多功能适度混合。沉
浸式园区以“一场盛宴”为主题，围绕另类人生

、见所未见、触及未来的园区价值定位，引入
对“一部电影”和“一段人生”形成支撑、补足、

配套的功能，如室内体验项目、露天演艺、文
创品牌店、主题餐饮等文化消费板块，以及主
题共享办公、创意工作室等文化生产板块。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文创

2.招引对象：国潮餐饮、夜间消费经济、亲子培育、运动场

所、青年创业孵化产业

成都峨影文
旅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

武洋 18200199616 长期有效

139 祠堂街艺术产业园

祠堂街项目是天府文化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天府锦城“八街九坊十景”之一，是青羊区
全面落实“中优”战略的重点项目之一，也是
全市首个“地随房走”的城市有机更新项目。
按照“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的总体要
求，项目定位为“百年艺术祠堂街”。祠堂街
艺术社区与天府广场相邻，毗邻人民公园
TOD，总占地19.4亩，整体规划建筑面积3.5万

平方米。祠堂街保留着百年的街巷格局和历史
遗存，围绕“百年文艺祠堂街”总体定位，打
造“历史记忆+艺术高地+产业运营”沉浸式“
产业社区”消费新场景。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文化、艺术

2.招引对象：艺术中心、文创零售、潮流文化、文化艺术会

展、艺术鉴定、艺术金融、文创空间、艺术餐饮、艺术生
活商业配套等业态

成都市星光
华影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王  黎 18583731887 长期有效

数字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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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少城视井文创产业

园

少城视井文创产业园原为四川广播电视台，与
“宽窄巷子”一街之隔，总占地14亩，共11栋

建筑。园区落实成都市委“中优”战略部署和
发展新经济的工作要求，遵照“修旧如旧”的
有机更新原则，改造出全新的近2万平的优质

产业空间。园区以“音乐+影视”为主导产
业，深入产业结构优化、收益结构优化及硬件
设施优化，衍生新兴产业，营造新锐文创与时
尚消费融合的新场景，以泛文娱链接视听内
容，打造从内容创作、放送渠道至体验和消费
场所的体验式视听大文娱创意园区，全面促进
片区的产、城、人、文、商、旅互促融合发展
。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文创

2.招引对象：影视、动漫、音乐、艺术、数字文创、IP孵化

、文化博览

成都市星光
华影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王  黎 18583731887 长期有效

141
成华量子界数字文
化双创产业园项目

项目位于二仙桥北路占地约34亩，建筑面积约

1.16万平方米，将围绕电竞、数字娱乐、文化

艺术及科技创新等产业，打造新一代电竞数字
娱乐大产业园区。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赛事引进，总部企业招引、扩大产业链招引
成华区文体

旅局
陈新 028-84303343 2022年6月-2022年12月

142
CEC784·万谷智慧

产业园

项目将以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为目标，以科技
服务为支撑，聚焦TMT、文创产业，打造集园

区、文创、科创于一体的智慧园区，建设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
心。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文创、数字、科技、媒体、通信

等行业。
2.招引对象：TMT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配套企业

成都万谷园
区管理有限

公司
陈宇翔 1862895182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43
成都影视城现代高
科技摄影棚群落

建成“1+16+N”摄影棚群落，是四川省“一

核多极”现代高科技摄影棚的“一核”所在。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郫都区

2.项目内容：目前建成全球最大单体数字化摄影棚（1.68万

平米）、16个500-2000平米的中型棚、52个VR、综艺、绿

幕等特效棚，投用213个超高清直播间、75个演播厅和一批

化妆间、置景车间，集成2000台高清摄像机、3000台后期

制作设备等，形成了“全类型棚拍+全流程制作”的能力
3.具体需求：支持、导入更多优质影视剧、综艺、纪录片等

项目在成都影视城拍摄、制作

成都市郫都
区影视城管

委会
黄妙林 028-61038336 长期有效

144
成都影视硅谷摄录

演云平台
建设数字化平台系统，整合成都乃至全国的数
字影视资源。

融资需求
企业协作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郫都区

2.建设内容：把包括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数字化摄影棚在内的

数百个录音棚、摄影棚、演播厅、5G超高清网络直播间及

千余套高清超高清摄影摄像机、非编设备设施等汇集在一
起成为一个集租赁、共享、联合摄制、科普体验、培训实
训等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摄录演智慧广电公共服务
平台
3.投资预算：1200万元

4.具体需求：风险投资等市场化融资、企业合伙人及运营管

理机构和团队

成都影视硅
谷集团

黄炜 13378281886 长期有效

数字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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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极清世界超高清视
频展映与内容服务

平台

拟打造为西部领先、国内一流的超高清视频领
域内容提供商和UHD创新应用服务商。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郫都区

2.建设内容：该平台已实现线上4K/8K超高清视频上传下载

与5G实时传输、版权运营与内容服务，线下已建立多个沉

浸式超高清视频展映和科幻科普数字文旅文博超高清体验
服务平台；还将陆续研制并推出超高清视频领域软件、数
字内容、虚拟现实VR/AR视频、影视节目制作、互联网新

媒体与APP平台等，致力于建成全国最具影响力的超高清平

台
3.投资预算：500万元

4.具体需求：风险投资等市场化融资

成都影视硅
谷集团

黄炜 13378281887 长期有效

146 解决方案征集需求
1.需求内容：数字文创创意策划

2.征集对象：各大高校艺术院系、广告行业协会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47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

2.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片、短视频、音频、纪念卡、

皮肤、头像等多种形式的建筑数字文创产品
3.具体需求：具备开发、制作数字文创产品的专业公司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48 项目运营需求

1.需求内容：各大数字文创发行平台

2.具体要求：携手蚂蚁集团鲸探、腾讯幻核、京东灵稀、星

舟等数字文创主流发行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营销合作

李璐羽 028-61884940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49
成都传媒集团基础

云服务项目

依托集团云服务基础建设，能够有效推进媒体
内容生产策、采、编、审、发、评全流程向数
据化、平台化、智慧化转变，重塑适应全媒体
生产的一体化组织架构，大幅提升内容生产效
率、管理效能，为集团科技媒体转型提供基本
保障。通过搭建集团独立自主的云环境，打造
符合集团媒体单位使用标准的云资源管理平
台，布局智能化内容生产通用系统，将分散于
外部商业运营云服务平台的数据、应用、系统
归集至集团云平台统筹管理，逐步形成体系化
、建制化的媒体生产智慧化体系，适时推广成
为兼具安全性、独立性、便捷性、经济性的成
都市国资媒体专有云。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计算机相关专业

2.资历要求：5年及以上互联网软件研发、技术管理等相关

工作经验，具有至少3个传媒行业、政务等相关项目技术管

理工作经验
3.招聘数量：1人

成都传媒集
团

陈磊 17713617827 2022年1月-2026年12月

150
5G视频智能生产流

程管理系统

依托传媒集团内部或第三方成熟技术方案和基
础设备，针对视频生产策划，采访，存储，制
作，发布及运维环节，搭建适应5G生态的独

立运行的视频管理系统。

项目运营需求

1.拓展节目来源

2.搭建AI智能媒资

3.建设融通交互体系

4.建立4K，8K智播平台

5.提升视频媒资的在线管理

成都日报 王宏 18081019959 2022年5月-2024年10月

151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锦江区

2.建设内容：AI电视内虚拟人、TTS自主化生产，自然语言

模型优化
3.估算投资：5000万元

4.融资额度：2000万元

5.具体需求：股权融资

152 人才需求

1.专业要求：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处理相关2.研发人员

3.资历要求：硕士以上

4.招聘数量：2名

153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虚拟人及TTS制作、自然语言处理模型开发

2.需求对象：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研发企业

李强

数字文创

2022年1月-2023年1月AI电视

AI电视集合AI快讯、智能制图、数字孪生、智

能语音（TTS）等多类前沿技术手段，为每日

经济新闻打造完成了全球首个AI驱动视频直播

电视产品——每经AI电视。未来，为实现AI电

视全套自主化生产与商用，并实现全套AI视频

生产解决方案的商业化落地。

成都红星科
技有限公司

13980487355

依据集团承建城市地标建筑，开发建筑数字文
创产品，以信息技术激发建筑价值和城市形象
阐释传播，营销宣传做到全国领先。

成都城投集
团

成都城投集团建筑
数字文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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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崇州市

2.建设内容：搭建云旅游平台

3.估算投资：8000万

4.融资额度：6000万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机构投资等市场化融资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55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线上云旅游平台APP

2.需求对象：线上游戏制作领域企业
2022年6月-2023年6月

156 项目承建需求

1.项目地点：崇州市白头镇

2.建设内容：休闲产业、观光业态、数字双创中心、农产品

加工销售、相关配套设施
3.估算投资：100.00亿元

4.具体需求：将引入社会资本，拟打造综合性的创新艺术体

验场所，集特色餐饮、数字文创综合空间、匠人工坊、农
艺民宿和前店后坊等产业

157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无人机零部件

2.需求对象：无人机领域零部件企业

158 项目运营需求

1.项目地点：天府奥体公园

2.建设进度：目前正在开展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3年6月

竣工
3.需求内容：“体育+”产品场景展示与体验、创意办公、

商务休闲等业态资源合作

159
企业（项目）协作

需求

1.需求内容：“体育+”产品场景展示与体验、创意办公、

商务休闲等业态资源合作
2. 需求对象：体育项目运营、商务运营等领域企业

160 未来设计艺术中心

未来设计艺术中心C栋共4层，约2.3万方，集

艺术展览、文化交流、创意办公等功能为一
体，将灵动的设计艺术与共享活动区域引入，
塑造富有创意和活力的办公空间，着力打造建
筑设计、艺术设计产业集群，构建成渝双城设
计艺术交流场所。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招引领域：建筑设计、艺术设计

2.招引对象：建筑/艺术设计类知名设计师工作室

成都东部集

团有限公司
罗中婧 18602855455 长期有效

数字文创

“云游九州”沉浸式

云旅游平台

搭建云旅游平台，以“游玩+文化+故事”为主
要体验内容，融合景区实景、沉浸式体验（或
景区剧本杀）主题、AR技术、影视特效、城

市路书（或全景地图）、主题手账等元素，集
历史名人、非遗文化、国学文化、传统文化、
民俗文化为一体，包括但不限于探索类、解密
类、闯关类等游戏体验内容为主要表现形式，
每个景区作为一个产品，形成产品体系集成平
台，打造一个“线上能观光、线上能游玩、线
上能互动、线上能竞争”的虚拟世界平台，并
能与线下景区主题进行“内容记忆点”式结合
（，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旅游虚拟体验和个性化
消费内容，打破时空边界，不间断满足需求。

成都蜀州沉
浸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

司

唐智 138822113377

2022年6月-2023年6月

奥体文旅中心项目

项目占地47亩，总投资1.85亿元。打造集规划

展示、场景体验、办公会议、商业消费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地标建筑。

成都东部新
区文化旅游

体育局

吴彩玲 18815609842 长期有效

17702867180数字林盘项目

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积极引导村民众筹集
体运营一批产业、集体和国有合营一批产业、
对外引入一批产业。探索社区高效能治理方式
、居民高品质生活场景形态、催生规上服务业
企业，形成以绿道为主线、生态为本底、田园
为基调、文化为特色的数字化现代农业主题公
园。

崇州都市农
业产业功能
区管委会

肖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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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企业（项目）招引

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

2. 建设内容：依托微信小程序，开发“蓉e花木”平台，平台

内容板块包括：1）花木指数；2）工程报价；3）地图找

苗；4）花木识别；5）采购大厅；6）供应大厅；7）人才

振兴；8）贸易金融

3. 形象进度：已完成平台的基础建设，后续将持续对平台

进行不断的优化、更新、升级
4.具体需求：具备丰富园林资源的团队企业合作经营。

162 融资需求

1.项目地点：成都市温江区

2.建设内容：依托微信小程序，开发“蓉e花木”平台，平台

内容板块包括：1、花木指数；2、工程报价；3、地图找

苗；4、花木识别；5、采购大厅；6、供应大厅；7、人才

振兴；8、花木商城

3.估算投资：500万

4. 融资额度：200万

5.具体需求：银行贷款等市场化融资方式

成都花木交
易所有限责

任公司
江轲数字文创 15281010272 2022年6月-2023年12月

成都花木交易所
“花木产业指数”项

目

为立足成都西部通信枢纽、信息产业基础和人
才资源优势，抢抓机遇，推动大数据产业发
展，为推动花木产业形成创新引领的经济体系
和发展模式，打造成都“大而强、大而精”特
色花木产业，落实“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
建设了成都市花木产业指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