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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近日，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用5年左右时间培育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更是一国乃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

费引领和带动作用。当前，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已积极加入角逐。
目前，成都已明确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2018年，成都提出到2022年，要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市。培育

一批国家级示范商圈和老字号特色街区，形成商贸、旅游、文化、餐饮、康养5个千亿级消费市场，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000亿以上。
比肩北上广等知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成都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构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成都打造世界级消费中心城市的“谋与动”

Chengdu
Development

首店经济加快“开跑”速度
“公园+首店”探索经济新模式

B

与“夜间经济”并驾齐驱，
“首店经济”也是近年来城市
商业的热门词汇。作为商业
中心乃至各个城市之间争夺
的稀缺资源，“首店”能带动地
方的消费潮流与人气热度，其
数量的多寡也成为评估城市
商业潜力与消费能力的重要
指标。

今年 4 月，成都出台的
《关于加快发展城市首店和
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提出，
到2021年，每年新落户全球
性、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品牌
店、旗舰店和体验店等各类品
牌首店超过200个、发展特色
小店超过300个，其中引进国
际首店及世界品牌100个，旨
在通过“两店”经济推动成都
早日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成都也由此成为第一次
在全国明确提出引进“首店”
数量的城市。

而在这场“首店”争夺战
中，成都的表现很亮眼。2018
年，在国家商务委发布的全国
200 家首店中，成都仅占比

6.5%。而到了2019年，成都
在1-9月新增落户了371家
首店，一举超越了2018年全
年的首店数量，仅次于上海和
北京。

其中，全球首店4家，亚
洲首店1家，中国或大陆地区
首店37家，西部首店18家，西
南首店 67家，成都首店 244
家，成都首店品牌持续发力。

不仅是国际一线品牌的
首发站，未来成都还将探索

“公园+首店”新经济模式。
在10月召开的“成都首

店经济公园商业对接大会”
上，成都率先提出“公园+首
店”新经济模式，以天府绿道
品牌招商为着力点，推动绿道
商业、公园商业、“公园+”城市
商业综合体首店经济的发
展。18个品牌与成都公园商
业项目签约，其中4个全国首
店，5个西南首店，3个成都首
店，这也是成都首店与公园商
业擦出的闪亮火花。未来，在

“首店+公园”的新模式下，成
都的首店将探索更多可能。

优化营商环境促消费
“首证通”行政审批改革模式

向全国推广

2019年是成都“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年”。成都高新自贸试
验区积极探索制度创新，两年时
间形成了90个改革创新实践案
例。其中，“首证通”行政审批改
革模式已向全国推广。

“证”和“照”是企业进入市场
的两把“钥匙”。此前，全国推行

“先照后证”改革，部分前置许可
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对从事一般
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降低了准入
门槛。但对于经营涉及后置许可
的项目，依然存在“办照容易办证
难”“准入不准营”等问题。

“首证通”打通了“先照后证”
改革最后一公里。所谓“首证”，
是指市场主体开办时在环保、工
商、食药监、城管等部门申请获得
的首个审批许可（备案核定）。“首
证通”改革是以“首证”作为审批
办理“后证”（审批许可、备案核
定）的依据，“后证”部门见“首证”
后直接“发证”，不再要求市场主
体提交重复性申请材料，“后证”
部门只做合规性审查。

“以一家小型外贸进出口企
业为例，在成都银行办理贷款
500万元、每年周转率5到6次的
话，可节约年度财务成本42.6万
元。”成都高新自贸试验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截至2019年4月，“自
贸通”已为54家企业提供各类服
务；累计为15家中小外贸企业发
放自贸贷，年底自贸贷余额5700
万元；累计为10家企业提供自贸
惠免费结算服务。

2019年，成都高新区在“首
证通”行政审批改革经验的基础
上，将招牌承诺审批由餐饮业向
全行业推广，并对高新区内的零
售商业、银行金融、通讯服务、品
牌快餐、房产中介等信誉较好的
连锁企业，在店招设置时给予绿
色通道，实行“一代多”豁免制审
批，即批一次、管多次，批一时、管
多时，批一店、管多店。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将最
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
接干预，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创
造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有效推
动依法守规企业的发展壮大，形
成诚信守规示范效应，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

戴德梁行华西区总经理张裕鹏：

联合“三城三都”建设
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

国际消费城市

戴德梁行华西区总经理张裕
鹏认为，国际消费城市是指具有
丰富消费内容、高端消费品牌、多
样消费方式、优越消费环境，吸引
全球消费者的高度繁荣的消费市
场。其评价维度众多，最为关键
性的指标集中于“国际化商圈建
设”、“国际性品牌数量”以及“国
际化消费方式”等。

成都近年来连续在中国城市
商业魅力排行榜被评为新一线城
市榜首，国际消费城市的建设优势
明显。在商圈建设上，除传统春盐
商圈外，成都正加快建设金融城商
圈、双流空港商圈等其他国际化
商圈；在消费内容和品牌上，成都
着力发展“首店经济”。2019年只
用半年时间就吸引各类首店237
家，成为中国西部首店第一城；在
消费方式上，成都“夜间经济”优
势明显。由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
布的“夜生活指数榜单”中，成都
的城市夜生活指数排名第五，仅
次于北上广深，其中更以2294家
酒吧数量超越上海，位居全国首
位；从“时尚消费”来看，根据《2018
年中国城市时尚指数报告》排名，
成都已经与上海并列第一，成为中
国最时尚城市，并与北京、杭州一
起并称“中国四大时尚之都”。

未来，建议成都继续在消费
场景塑造、消费品牌建设、消费热
点培育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实
施。特别是可以联合“三城三都”
建设，与成都的旅游市场、音乐赛
事等相互融合，构建出具有成都
特色的国际消费城市。同时加强

“全通式消费”理念，通过对各商
圈或街区之间串联、消费时间延
长、消费内容丰富，实现“空间全
通、时间全通、内容全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 罗田怡

文旅融合
激发消费潜力

多举措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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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点燃消费热情

高品质活力商圈正加速形成

A

专家观点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的城
市中心却刚刚开始热闹起
来，锦江河畔的酒吧内隐隐
传来音乐，结束了一天工作
后的都市人群走进了各大商
圈，开启了“逛吃逛吃”的休
闲模式。

如果说消费是拉动经济
的“三大马车”之一，那么夜
间经济就是消费经济的新增
长点。在近日公布的《成都
夜间经济发展报告》中，成都
以90.29分高居2019年全国
不夜城综合评分第三名。从
占比数据来看，成都夜间经
济在全天消费中的占比为
45%，位居全部样本城市中
第一。

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正是
来源于成都具有代表性的21
个商圈，三个月的全时段数
据，从消费客流量进行了上
百万条数据的采集。结果显
示，成都夜间经济的特点是
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为主
力业态。

新场景潮流消费是热点，
具有多样、前沿、年轻化特点
的339酒吧群成为成都潮流
达人的聚集高；在全天客流

消费占比中，339商圈和九眼
桥商圈夜间消费客流量各自
占比超 50%，两大商圈是成
都夜间经济商圈典型代表。

夜间经济是成都构建新
消费场景的一个缩影。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成都不
仅需要培育新场景新业态，
还需注入国际时尚元素，盘
活消费存量，建设一个又一
个的活力商圈。

“百年金街”春熙路、蜀中
“首街”东大街，地处成都最
繁华的市中心，今年来，以春
熙路商圈为代表的传统旅游
街区正加快转型升级，与周
边区域相融合，共同打造高
品质的国际时尚、创意社交、
文化体验、特色旅游消费场
景和生活场景，变成了国际
范、时尚化的国际化商圈。

在成都，更多高品质的
活力商圈正在加速形成，浸
润文化的宽窄巷子商圈，热
闹繁华的传统老牌商建设路
商圈，这几年新崛起的成都
南门各大高端商圈……高端
要素和新兴业态在各大商圈
内聚集，成为推动成都消费
经济持续增长的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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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黄金周，成都成为最吸
金的城市。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成都
接待游客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达到
2017.13万人次，同比增长32.7%；实
现旅游总收入286.46亿元，同比增长
25.2%。值得关注的是，成都接待游客
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而旅游收入实现
反超，位列榜首。

取得的成绩与成都深耕文旅融
合，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的系列举措
密不可分。成都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成都坚持
对外招商引资和对内培育孵化“两手
抓”，推进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
绿道、天府锦城等重大项目的文旅植
入，加快推进融创成都文旅城、天府国
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三郎国际旅游度
假区、成都音乐坊、东华门遗址、天府
视听产业园等重大文旅产业项目建
设。

同时，不断推出新的文旅产品，大
力发展文旅消费新业态。目前，文旅融
合新业态玛歌庄园、66号房车营地已
成为网红打卡地，明月村、竹艺村、战旗
村等成为成都乡村旅游首选地。此外，
成都还是国际品牌酒店汇聚之都，已有
华尔道夫、J W万豪、希尔顿、洲际、六
善等数十家国际品牌酒店和博舍、崇德
里等主题文化酒店。

“我们正大力实施‘文旅+’战略，
深度挖掘古蜀、熊猫、美食、休闲、绿道
等文化潜力，塑造文化旅游核心IP。”
该负责人表示，成都坚持国际视野，推
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在引进一
批世界级文旅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
目建设，打造夜游经济，构建国际化品
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

十三五规划文件提出，将发展文
旅产业成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未来
5-10年预计达到15万亿规模，占国
家经济总量的15%—18%。成都也将
迎来文旅发展新机遇，为成都及四川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