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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前我以为成都到处都是修建高楼的吊塔，并
且整个城市会拥挤不堪。但事实却是这里有大片
的绿地，非常舒适。我认为和纽约比起来，成都更
加宜居。

成都更加宜居

“成都刚刚推出的一些人才政策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比如说人才绿卡可以解决子女入学和配偶就业的问题，人才安居
工程可以为他们提供住房保障。但是要吸引美国的高端人才来蓉发展，成都还可以再大胆一点。”特里斯顿·法兰西斯说。

这个26岁的美国纽约小伙，本科毕业于世界商学院排名第一的宾大沃顿商学院，曾在世界顶级投行摩根斯坦利
任职5年，工作岗位是为公司管理人才。这个秋季，法兰西斯即将迈入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门。

趁着暑期学习的机会，法兰西斯第一次来到中国，选择了成都作为了解中国的窗口。当他得知成都近日推出了一
系列利好政策争取人才后，有丰富人才管理经验的法兰西斯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要吸引美国的高端人才来蓉发展，成都还可以
再大胆一点，释放更多的管理岗位给我们。因为
对我们来说，学习知识、管理经验、获得责任感
可能比福利补贴更重要。

成都再大胆一点
我觉得“先落户后就业”这个政策很好，先解决
落户问题，对生活来说会有很多便利。成都可以
免费对创业的青年提供场地，这对刚刚开始创
业的人来说能省下很多费用。

这个政策很好

他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人才管理者，他是刚刚来蓉的留学生，在他们眼里——

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
比纽约更宜居，更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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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难得的是
在产业大会上发布人才政策

赵光辉指出，年轻一代在互联网上策
划的“逃离北上广”等活动引发广泛讨论，
折射出年轻人对一线城市“爱恨交加”的
复杂心态。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
下，让青年人才开始考虑往“新一线城市”
转移，这就给成都等城市带来了引凤筑巢
的机会。“目前看来，成都出台的政策是一
次向全国人才的亮相，也是一面旗帜，反
映出成都市委市政府对招贤纳才的主张
和姿态。从讨论的热度不难看出，‘优先效
应’会让成都有更强的辨识度。”

赵光辉认为，尤为难得的是，成都把
人才政策的发布放在了产业大会上。引
人才和用人才是相辅相成的，产业的集
聚会吸引更多人才来就业兴业，同时人
才的到来又给产业增加源源不断的动
力。如美国的底特律，因汽车产业发展而
举世瞩目，国内许多城市也在发展汽车
产业，能不能做成中国的底特律就要看
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能跟得上了。

人才储备多样化
为不同层次人才提供不同解决方案

对于成都的人才新政，赵光辉还注
意到了一大亮点，他用“绿叶配红花”来
形容。“绿叶”指成都市将引来的大量人
口资源，成都将改革人才落户政策，推
行“先落户后就业”，鼓励青年人才来蓉
创业就业，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青年人才，凭毕业证来蓉即可办
理落户手续。“红花”指成都市将引来的
高端人才资源，成都将对各类急需紧缺
人才发放“蓉城人才绿卡”。实行“人才
绿卡”积分制，根据积分对持卡人分层
分类提供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

园入学、医疗、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创
业扶持等服务。

“完善的人才体系是分层次、多样
化的，这样才能在总量、存量、增量上占
据优势。”赵光辉表示，成都的政策针对
高端和低端人才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
案，体现了城市包容的就业氛围。作为
本科生最大的需求是“快”，就业竞争力
也符合“快鱼吃慢鱼”的规律，让本科生

“先落户后就业”，能留住配套人才。
对 于 高 端 人 才 ，最 大 的 需 求 是

“稳”，除了住房、医疗等基本需求，还需
要稳定的税收环境、金融环境，以及社
会的美誉度。“蓉城人才绿卡”提供的便
利，将把作为高端人才的“蓉漂”扎根成
都、融入成都。

将人才政策配套优势产业亮相
这就是成都最好的招聘广告

赵光辉表示，他希望看到的人才政
策，应当配套发布产业目录并作出动态
调整。而成都在产业大会上提到了如何
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现
代金融业等，正是一个信号，告诉外界
成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成都的优势产业向外界亮相，是最
好的招聘广告。”他说，现在通过大数据，
政府还能对外发布不同行业、不同层次
的人才需求，人才可以做出精准匹配。

“人才政策好不好，关键看落实。”
赵光辉认为，成都的人才政策在内容上
细化了操作，但具体效果如何还要看执
行。政策的稳定性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人
才的作用，“心留下来了，事业才稳定，
再好的补药总是换药也不好。”赵光辉
说，在过去和未来政策的框架下，统一
目标和预期，将使人才政策真正推动产
业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武汉大学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 赵光辉：

人才政策配套优势产业亮相
这就是成都最好的“招聘广告”

枢纽形态之变
企业将带动城市区位提升

“为什么近几年地处内陆的
一些城市，比方说成都、武汉等
的经济和产业突然热起来了？”
汪鸣归纳所有变化，尤其是物流
业、制造业领域变化，以及电商、
快递、平台等系列创新，“我们会
发现有五个转变，这五个转变都
依托着一定的节点，我们叫做枢
纽，我把这个变化叫做我国枢纽
形态的代际更替。”

“如果我们把以前的枢纽
叫做第一代，那现在我们正在
打造第二代枢纽。”汪鸣表示，
交叉点带来要素聚集和经济活
动聚集，“比如传化物流在成都
建传化节点，实际上就是我国
东西和南北几个大通道交汇在
这里形成的，这是我们过去构
建网络的模式。”

“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同
于过去格局的发展势能转变问
题。”汪鸣指出，企业的发展不再
严重依赖于是否沿海、交通是否
便利等硬性条件，相反，企业带
动城市区位提升的情况屡屡发
生。基于此，枢纽的形态也迎来
代际更替的需要。“哪个城市能
抓住这个规律、哪个企业能把握
这个趋势，它就能在下一轮发展
中立于非常重要的位置。”

他举例说明，已成功通过
打造电商交易和商贸物流一体
化平台而登顶电商行业，阿里
巴巴选择的城市是并非传统枢
纽城市的杭州。通过聚集资源，
并布局以此为中心的网络格

局，杭州物流、商流网络也反过
来得以构建。

城市发展方式之变
要素集中
营造更高水平产业布局

“城市经济的发展无外乎
两条，第一，实体性的产业在这
个地方布局；第二，相关的经济
要素在这个地方集中。”汪鸣表
示，过去是实体产业集中带来
要素集中，现在可以反过来，要
素集中，比方说商流、信息流、
物流、资金流等如果在某个城
市集中，就可以营造更高水平
的产业布局条件。

“站在城市角度是什么概
念？就是按照全新产业发展思
路打造虚拟枢纽为支撑的产业
发展路子。”汪鸣进一步解读，
上一轮的发展靠的是出口经
济，正因为是出口经济，而沿海
的港口又是海陆衔接走向世界
的重要枢纽，这个枢纽是由陆
路运输和海路运输的交叉点形
成的，沿海港口布局产业物流
成本最低、物流效率更高、产业
聚集能力最强。”

“这实际上是一种转方式、
调结构的发展路径。什么是转
方式？就是不再像以前完全按
占用土地、影响环境这类要素
投入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构
建要素聚集的平台，推动枢纽
的形成。”他表示，这就是“枢纽
经济”，“这几年中西部地区城
市的经济增长，也给了这种变
化一个很好的注脚。”

枢纽支撑点之变
沿海枢纽
未来十年将被内陆赶超

“产业组织创新正在悄悄
进行，这些年电商的发展、快递
的发展、物流园区的发展、公路
港的发展，一系列物流平台的
发展，都是在干这事。传统交通
枢纽正在让位于物流枢纽。”在
汪鸣看来，区域性的枢纽因为
通达国际国内的交通网络支撑
正在转变为国际性枢纽，“成都
就是一个枢纽，因为‘一带一
路’和铁路、公路辐射，正在构
建一个国际性的枢纽。”

“最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沿海枢纽将在未来十年甚
至三十年由内陆枢纽逐渐赶
超。”汪鸣说，“基于此，我国城
市作为枢纽支撑点也将发生代
际更替。”

事实上，内陆城市的巨大发
展潜力已由于接连不断的政策
倾斜得以释放。今年4月1日共同
挂牌的第三批自贸区中，首次出
现的内陆城市被认为是中国对
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完善。作为
其中的一环，国际交通枢纽的进
一步推进也提上日程。

汪鸣提到成都枢纽经济的
发展，“成都已经是万亿GDP
俱乐部的城市，有很好的产业
基础和经济规模。在这个基础
上，如果能够有效聚集各种资
源，为以成都为中心，500公里
或者1000公里这个半径内的人
口提供服务，将无可限量。”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 汪鸣：

枢纽聚集要素和机会
未来城市竞争将是枢纽功能之争

7月2日，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成都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
提升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其中，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增强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是现
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将着眼建设国际性的生产要素配送中心、信息资源交流中心
和物流集散中心，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尤其是生产性物流服务业，大力发展跨境贸易和供应链
体系，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最具影响力的供应链枢纽城市。

“未来城市的竞争将是枢纽功能的竞争，将是通过枢纽功能聚集未来发展要素、未来发
展机会的竞争。”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汪鸣看来，现代物流业将提升
城市竞争力，随着内需愈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能，谁能有效聚集要素资源，谁就能成为新
的枢纽城市。“在我看来，内陆城市将取得这轮‘枢纽之争’的最终优胜。”

首次来华首站落在成都
希望通过在成都的切身体验
感受和认识中国文化

今年6月初，去过25个国家的法
兰西斯把他迈向中国的第一步落在
了成都大地上。距哈佛大学开学还
有3个月，这期间，他来到四川大学
的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担任助理
工作，希望能通过在成都的切身生
活体验感受和认识中国文化。

记者了解到，这个成立于2012
年的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由成
都市政府和美国G-MEO国际教育
集团共同创建，旨在搭建一个桥
梁，促进海外大学生来华留学，来
成都生活。据中心的办公室主任王
晶玉介绍，几年来，每学期都有学
生通过在成都的生活体验爱上了
成都，决定留在成都发展。

通过一个月的接触，成都给了
法兰西斯很不错的印象。“说实话
成都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非常不
一样。”他告诉记者，他来之前了解
到成都是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城
市，同时还查阅了成都的人口。“我
以为成都到处都是修建高楼的吊
塔，并且整个城市会拥挤不堪。但
事实却是这里有大片的绿地，非常
舒适。我认为和纽约比起来，成都
更加宜居。”

人才新政很有吸引力
建议释放更多管理岗位
吸引国外高端人才

毕业于世界商学院排名第一的宾
大沃顿商学院；曾在世界顶级投行摩根
斯坦利任职5年，工作岗位是为公司管
理人才，法兰西斯不管在哪座城市的

“眼”里，都算是一名高端人才，同时也
是人才管理方面的一名专家。

当他了解到成都为了广纳天下人
才刚刚推出一系列政策后，评价说，这体
现了这个城市对人才的爱惜。以自己多
年的人才管理经验，他还提出了自己的
想法：“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
比如说人才绿卡可以解决子女入学和配
偶就业的问题，人才安居工程可以为他
们提供住房保障。”

“要吸引美国的高端人才来蓉发
展，成都还可以再大胆一点，释放更多
的管理岗位给我们。因为对我们来说，
学习知识、管理经验、获得责任感可能
比福利补贴更重要。”法兰西斯解释说，
按现实情况来说，高端人才在纽约这类
国外发达城市工作拿到的薪水，是远高
于中国的，同时美国的社会福利也可以
覆盖人才的家人。但如果成都能够给我
们提供一些企业的基层管理岗位，比如
说一个15人项目的负责人，让我们获得
管理经验，这就非常有吸引力了。”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报道

留学宾州的西安小伙：
成都机会多
人才政策也很有吸引力

20岁西安小伙胡柯晨(上图)，正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攻读
计算机与数学专业。这个暑期，他来
到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上学分课
程。昨天，胡柯晨通过媒体了解到成
都刚刚推出的人才新政。

他告诉记者，一开始赴美留学
时，想的是如果有机会留在美国实
习、工作，那是最好的了。但后来了
解到，美国的工作签证申请很麻烦，
同时就业竞争压力也很大。“现在国
内的机会也有很多，所以我更想回
国工作”，胡柯晨说，毕业后他最想
从事的行业是计算机，到成都就业
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

“成都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在国
内处于前端地位，能够给我提供更
多的机会。”他还告诉记者，他现在
在玩的一款游戏，就是腾讯公司的
成都团队研发的。

而在最近国内很多大城市争相
抢人、相继推出人才新政的大环境
下，胡柯晨表示他更青睐成都。“我
觉得‘先落户后就业’这个政策很
好，先解决落户问题，对生活来说会
有很多便利。并且如果我以后想创
业的话，成都可以免费对创业的青
年提供场地，这对刚刚开始创业的
人来说能省下很多费用。”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实习
记者 周霖 摄影报道

“行政手段招贤纳才，是把人才放在跑道上；靠产业和经济吸引人才，才
能真正让人才跑起来，与别的城市一竞高下。”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
会上公布的成都人才新政，昨日不仅让全国的大学生为之躁动，也获得了人
才专家们的高度评价。武汉大学中国产学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才研
究会理事赵光辉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评价说，成都在产业大会上发布
人才政策，突破了单一的行政手段，从发展产业、营造环境的角度出发，变“移
栽树木”为“培育土壤”，将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特里斯顿·法兰西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