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指数进前五

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报告描绘：
中国数字经济总量持续增长，2017年
全国数字经济体量较2016年增长
17.24%，为26.70万亿元人民币。相较
2017全年6.9%的GDP增速，中国数字
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而且，数字经
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也由2016年的占比30.61%上升至
2017年的占比32.28%，数字经济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由此可
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提质
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具体看“互联网+”总指数的分
布，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连续三年排
名第一，江苏省、浙江省紧随其后，三
省总和占全国的33.1%。北京市和山

东省分列4、5位。
具体到城市，深圳市、广州市、北

京市位列三甲。成都市、武汉市、重庆
市与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差距
逐渐缩小。报告指出，成都在2018中
国“互联网+”总指数城市100强中排
名第五，前四名分别是深圳、广州、北
京和上海。

多个行业居十强

从数字产业方面来看，报告数
据显示，在市级排名中，北京数字产
业以32.16点保持了第一名位置，成
都排名与去年相同，仍高居全国第
五名。另外，成都在数字零售、数字
金融、数字交通物流、数字医疗、数
字教育、数字文化娱乐、数字餐饮住
宿、数字旅游、数字商业服务、数字
生活服务十大数字产业的细分行业
中均排名全国前十。

报告内容显示，数字文化消费拉
动下游数字产业发展，上游文化娱乐产
业与数字文化，以及下游旅游与数字文

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成都数字文化则在
百强城市榜单中排名第六位，无疑成为
带动上下游强劲发展的良好基础。

2017年各产业数字化发展呈现
出比往年更大的行业间差异，不同产
业增速分化。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延
续了去年的高速增长势头，在2017年
增速分别达到371.90%、266.09%和
79.31%。尤其是医疗和教育行业，在
过去一年中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

数字政务排第七

据报告分析，数字技术渗透呈现
明显的区域辐射特点，国家级和区域
级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增长明显快于
其他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特别是
在成渝的带动下正逐步形成数字经
济新的增长极、增长带。

以湖北、湖南为代表的中部地区
和以四川、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在
数字产业层面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
力。2017年，产业指数的增长延续了
2016年西高东低的局面，东部、中部、

西部产业指数增速分别为50.36%、
67.37%、75.60%。报告指出，产业发展
速度西高东低的局面未来可能持续。

政务服务数字化取得了快速发
展，迈入更广、更深、更高的发展新阶
段。据报告显示，2017年，四川省数字
政务指数排名从2015年的第十名上
升至第六名，在城市排名中，成都前
进两个名次，位列全国第七名。

报告分析指出，近几年，成渝城市
群在成都、重庆的辐射带动下，移动政
务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2017年成渝
城市群数字政务指数均值为1.18，仅
次于珠三角城市群。从增速来看，四个
城市群中成渝的增速最快，2017年数
字政务指数同比增速达40.52%。

工商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微信
交税，越来越多繁琐的政务办事逐渐
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政
务服务真正意义上使用户感到了新的
便利，用户满意度也因此创新高。2017
年，预约挂号、诉讼服务、交通罚款、户
政治安等公共服务，用户满意度达96
分以上，用户整体回流率从2015年的
8.55%提升至2017年的32.42%。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费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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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西博会
目前已预订
展览面积8万平方米

昨日，第十七届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以下简称“第十七届西
博会”）全国代表团联络员会议在
成都召开。会议就第十七届西博
会主要概况、活动安排、展览设
置、招展情况、营销宣传等事宜进
行了通报。

记者了解到，本届西博会将于
9月20日~24日在成都举行，展览总
面积26万平方米，并首次实行“一
城双展”，分别在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和成都世
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截至目前，第十七届西博会
招展预订面积8万平方米，占规划
招展总面积的30%，已有德国、韩
国、沙特、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确定组团参展。并且中国
石化、中国铝业、富士康、成都航
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已确定
参展；西部12省（区）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确认参展；还有北京
市、上海市、天津市、辽宁省、黑龙
江省、浙江省等10余个省（区）市
表示将组团参展；省内有泸州、宜
宾、自贡、眉山、广安、遂宁等16个
市（州）正式确认参展。

另外，据四川博览事务局综
合协调处处长方雷介绍，本届西
博会活动数量会控制在70项以
内，设主体活动、“一带一路”系
列活动 、主宾国系列活动、专项
活动、轮值主席单位活动、主题
市活动等六个板块。其中，主体
活动控制在10项以内，其他活动
控制在60项以内。目前，已基本
确定40余项活动，其余活动还在
审议筛选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庄灵辉

4月12日至13日，2018中国
“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在重庆
举行。本次峰会以“助力新生态
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由重庆市
人民政府指导，人民日报全国党
媒信息公共平台、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与腾讯公司共同
主办。会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发表了
题为《互联网+助力数字中国建
设》的演讲。

马化腾用“一三五七”四个数
字，分享了他对“互联网+”的进
一步思考，即：一个目标，三个角
色，五个领域，七种工具。

其中，“一个目标”指腾讯要
成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助手”，
助力各行各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
级。“三个角色”指腾讯要专注做
三件事：做连接、做工具和做生
态。“五个领域”是过去两年内，数
字中国在五个领域扩展和推进：
民生政务、生活消费、生产服务、
生命健康和生态环保，腾讯希望
助力“五生”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七种工具”包括公众号，小程序，
移动支付，社交广告，企业微信，
云计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

马化腾最后表示，目前中国
经济正在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变，
创新非常关键。数字中国的建设
将能加速全球数字化的进程，并
为世界提供“中国样本”和“中国
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费成鸿

成都网络理政
“将高效理政模式纵深推进”

此次峰会的重头戏之一，就是揭
晓2017年度中国“互联网+”十大优
秀案例（下称十大优秀案例）。十大优
秀案例评选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
息公开平台联合腾讯公司主办，评选
领域包括“互联网+政务”、“互联网+
民生”和“互联网+制造业”三大板
块，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各评
选出10件优秀案例。据悉，“成都网络
理政工作”在投票和专家评审环节中
均表现突出，最终高分获评“十大优
秀案例”。

“‘互联网+政务’模式再度升

级，网络理政翻开新篇章，基础在网、
关键在理、核心在民的工作思路将高
效理政模式纵深推进！”——这是评
选方对成都网络理政工作的凝练而
又高度的评价。马化腾把奖杯颁发给
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
室的代表时，送上了真诚的祝贺。

专家评委：
成都网络理政工作独具匠心

作为本次评选的专家评委，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宋建武对成都网络理
政工作有充分的了解。他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成都的网络理政工作，
从顶层设计、流程安排、运营管理等
多个方面，在同类的项目中是最具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设计上，它覆盖范
围全面、广泛，流程上环环紧扣，给人
印象深刻。而且，它真真切切地替办
事企业、老百姓考虑，着力让人少跑
腿，让数据多跑路。在办事流程的再
造上，你能看出成都网络理政工作很
有‘匠心’的设计。”

网络理政工作如何，归根到底
要看效果。这方面，宋建武也做了了
解，“我们推行‘互联网+政务’的一
个初衷，就是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
低老百姓的办事成本，从而降低社
会运行的成本。这一点上成都通过
数据共享，以及上述提到的多个优
点，减少群众的办事负担，做得是很
好的。”放眼全国，宋建武谈到近年

来在中央的重视和推动下，各地都
在尝试电子政务，也有不少做得不
错的，“成都的网络理政工作，是其
中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一个。和过
去的模式相比，它的系统性、实用
性、便捷性非常突出。”

宋建武还特别点评了参评单位：
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公
室。他认为，近年来一些城市开始重
视大数据工作，“包括杭州等城市，设
立了专门的大数据局，这在理念上首
先是国内领先的。不过像成都这样，
把大数据和政务服务结合起来，也就
是说把数据储存、管理、运用结合起
来的，我所见到的还是唯一一个。”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成都
数据

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召开 腾讯发布“互联网+”指数报告

“互联网+”总指数
成都全国第五、中西部第一

网上订餐、网上办
证、网上缴税，如今通过
一部手机就能实现的生
活越来越丰富，衣食住行
样样皆通，不可忽视，数
字经济如大潮般快速渗
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昨
日，2018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峰会拉开帷幕。
腾讯研究院发布了《中国
“互联网+”指数报告
（2018）》，对国内数字经
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
和展现，通过指数特征，
反映了2017年数字经济
在国内351个城市的发
展情况。根据“互联网+”
指数估算，2017年全国
数字经济体量为26.70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
22.77 万 亿 元 增 长
17.24%。数字经济占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比
重 由 30.61% 上 升 至
32.28%。值得一提的
是，在2018中国“互联
网+”总指数城市100强
中，成都仅次于深圳、广
州、北京和上海，排名第
五，在中西部城市中排名
第一。

我国数字产业
去年增长迅速

4 月 12 日 ，在 2018 中 国“ 互 联
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腾讯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
（2018）》（以下简称报告），对国内数
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
全面展现，通过指数特征，直观地反
映了2017年数字经济在国内351个城
市的发展情况，刻画出一幅“数字中
国脉动地图”。

报告从经济、政务、生活、医疗、
教育等各个细分行业，理出了各大
城市的发展脉络。据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数字产业增长迅速，数字产

业指数总和达到479.65点，比2016年
增长175.50点，增速达到36.59%。

“我们正在走向数字化未来，而
这个未来是由数字精细铸造的。”北
京大学兼职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副部长杨学山在2018中国“互联
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讲道。目前中
国数字经济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
关键节点，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
展，“互联网+指数”已成为衡量国民
经济的重要指标。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
在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变，创新非常
关键。”数字中国的建设，将加速全
球数字化的进程，并为世界提供“中
国样本”和“中国方案”。

另外，今年报告首次引入了“数
字基尼系数”概念，根据“互联网+”指
数估算的数字基尼系数为0.59，较去
年的0.62有所缩小，数字经济发展不
均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3月31日，成都刚需优先摇号政
策出台，受到了广泛关注。针对购房
者们对新政提出的一系列热点问
题，昨日，市房管局给出了权威解答。

首先，刚需优先的购房者，可以
放弃刚需身份，参与普通购房者摇
号。若网上进行登记后取消登记，不
算放弃一次。但是，若通知选房后不
去选房，算放弃一次。

成都刚需优先摇号政策中提出，
放弃选购商品住房2次及以上的，购房

登记平台3年内，不再受理刚需登记购
房人及其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填报
信息。“放弃选购商品住房2次及以上
的”，指的是，若出现2次未能与房地产
开发企业签订购房合同的任何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布的时间段未到场
选房、与开发企业未能达成选房合意、
放弃选房资格、选房后退房等，刚需家
庭登记购房人及其购房登记时的家庭
成员3年内都不能再享受刚需家庭优
先摇号排序选房资格。

例如，刚需购房者，因为支付能
力有限，当进入选房区后，发现所剩
房源皆为大户型，超出个人预算范
围，此时放弃购房，就减少一次刚需
优先的机会了。

不过，如果刚需购房者优先没有
摇中，在后续的普通购房者摇号中摇
中，但放弃了最终的选房，那么此时
应该属于普通购房者放弃一次，而不
属于刚需优先放弃一次。

刚需优先摇号，如果放弃超过两

次，则三年不能参加公证摇号。这里
的不能参加公证摇号，指的是不能以
刚需身份参加公证摇号。

那么，登记购房人可通过哪些方
式快速查询到公证摇号结果？

一种方式是可关注承担某商品
住房项目公开摇号的具体公证机构
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公证机构将在
摇号结果产生后第一时间发布，供购
房人公开查询；第二种方式是登记购
房人关注所报名的商品住房项目开

发企业的微信公众号，通过个人身份
证号码即可迅速查询到公证摇号结
果，并不需要
将网上登记报
名时的购房登
记号与公证机
构摇号时使用
的编号作二次
转换。

成都商报
记者 王垚

“互联网+”十大优秀案例！
成都网络理政工作再获殊荣

马化腾：
腾讯要当“数字化助手”
专心做三件事

4月12日，在2018中国“互联
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腾讯公司
与长安汽车正式签署智能网联汽
车合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车联
网、大数据云等领域共同打造面
向行业的开放平台，为汽车行业
提供成熟、完善的智能车联网整
体方案，促进智能网联汽车快速
发展，为车主提供更加便利、智能
的出行。

据了解，此次腾讯及长安汽
车双方将以合资公司的形式，打
造更开放的基础操作平台和硬件
平台，着重开展与智能车联网整
体方案提供和运营服务相关的一
系列业务，加速汽车智能化的推
广普及，全面覆盖车主的出行生
活。另外，新公司车联网产品将搭
载长安汽车最新车型，并于今年
内发布。

不难看出，无论是互联网公
司还是车企，更为深入的模式将
会是未来的合作趋势，优势互补，
在造车平台、信息系统、人工智能
等领域，开展更多前瞻性、开放性
的合作，新的模式正在逐渐成形。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腾讯联手长安汽车
共建智能车联开放平台

2018中国“互联网+”数字
经济峰会拉开大幕，互联网大咖
马化腾给成都的“互联网+政
务”——成都网络理政工作，颁发
了一个重磅奖项：2017年度中国
“互联网+”十大优秀案例。

据记者了解，十大优秀案例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信息公开平
台联合腾讯主办，马化腾在颁奖
时热情地向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
政务管理办公室代表送上了祝
贺。年度十大优秀案例专家评委、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宋建武在接受
采访时，对成都的网络理政工作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流程设计有
‘匠心’，系统性、实用性、便捷性
都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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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推进网络理政，实现智慧治
理。图为成华区“三网融合”大联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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