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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籍环球医生刘杰森和
刘喜乐夫妇

在成都生活十年
见证成都全科医生体系建立

“还有两周我们的宝宝就将
在成都出生了，这个特殊的时候
拿到‘中国绿卡’，真的很开心。”
颁发仪式现场，刘杰森兴奋地道
出了他的心情。

刘杰森和刘喜乐夫妇来自美
国，在成都已生活了十年，目前在
成都一家提供多语种西方家庭医
生服务的医疗机构工作。2007年，
刘杰森夫妇曾短暂造访成都一
周，之后他们就打算把全科医生
的概念带到成都。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刘
杰森夫妇再度来到中国参与灾后
医疗救援。这一次，四川对医疗资
源的需求触动了他，四川人民的
坚韧与乐观感动着他，令他产生
了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于是，
刘杰森决定迁居成都，从此与这
座城市共同成长。与他一起来成

都的，还有太太和三个孩子。与许
多外籍家庭的选择不同，刘杰森
的三个孩子没有就读国际学校，
而是与成都娃一起就读本地小
学，一口四川话说得相当地道。即
将出生的“老四”是他们第一个在
成都出生的宝宝。

“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帮
助到这座城市的人。”刘杰森说，他
和太太来到成都后，参加了很多培
训活动，还在华西金卡医院家庭医
学系志愿教学。十年间，他们见证
了成都全科医生体系的建立。刘杰
森说，成都正在推进的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将让普通市民拥有家庭医
生不再是梦想，“拿到绿卡后我想
要永远在成都，去看病去上课，用
多种形式去工作。”

●四川总府皇冠假日酒店英
国籍总经理何威廉

从酒店业井喷式发展
感受成都开放环境提升

“上周我用绿卡订的机票，比
护照方便多了。”刚拿到成都市外

籍人才永久居留身份证的何威
廉，已经迫不及待地试一试“绿
卡”的用处了。

作为四川总府皇冠假日酒店
总经理，何威廉来成都之前在欧
洲及亚太地区有30余年酒店管理
经验，还曾在上海工作过9年，不
过来到成都后，他就没打算离开，
已经留在成都快9年。

“有人说成都的生活方式是
悠闲，在我看来这里是一种平衡
的生活方式，我喜欢这种氛围。”
何威廉说，他喜欢成都的舒适，尤
其喜欢大熊猫。除了酒店的日常
工作，他也会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何威廉刚来时，成都的五星
级外籍酒店还寥寥可数，现在却
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光是看我
们酒店周围就知道，这些年有多
少国际酒店落户。”何威廉认为，
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进入成都，
源于成都开放环境的提升，“我看
到这9年里成都的领事馆和国际
航线在增加。”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消费力旺盛
成都购物中心需求指数
全国17个主要城市中位列第4

显示成都“买买买”实力的，
还有这份报告

记者昨日从成都零售商协会获悉，《2018年上半
年成都零售业运行分析》出炉，2018年上半年成都消
费品零售市场持续兴旺繁荣，1-6月全市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3326.4亿元，同比增长11.1%，高于全国
1.7个百分点。这一数字在副省级城市排位继续稳居
第二位。

而在副省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标增速
排位中，上半年成都消费潜力增速升至第1位，排名上
升一位。

这种潜力，也体现在新零售和实体零售在成都的
布局。报告指出，“盒马鲜生”自今年在成都首开“莱蒙
都会店”后，上半年已开到6家店，全面布局成都；西南
首家“京东x无人超市”在高新区正式营业；星巴克中
西部首家社区体验店-中粮鸿云店正式营业；伊势丹
超市成都第一家独立店于银泰中心in99 开业……越
来越好的投资、消费环境，催进新商业项目不断涌现。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制图 李开红

《《20172017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出炉出炉

“有了这张身份证，以后乘
坐交通工具、享受金融服务都
方便不少，在成都生活更安
逸。”8月6日上午，拿到期盼已
久的永久居留身份证，电子科
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专
业首席教授，美籍华人汤羽教
授难掩激动。

当天，除了汤羽教授外，还
有四川省发改委推荐的首批外
籍高层次人才美国籍环球医生
刘杰森和刘喜乐夫妇，四川省

“千人计划”引进的外籍高层次
人才美籍华人何威轩博士，成
都市“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美籍
华人谈平忠博士，四川总府皇
冠假日酒店英国籍总经理何威
廉等5位来自计算机、医疗、制
药、环保、酒店管理等行业外籍
高层次人才在成都市出入境接
待中心拿到永久居留身份证。

“不用再每年办理一次签
证了。”刘杰森告诉记者，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的有效期为十
年，以后就不用每年一次办理
签证，省去了很多繁琐的程序。

中国“绿卡”本名叫“外国人永久居留
身份证”，据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
证”参照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技术标准，持证
人个人资料和信息都存储在内嵌芯片，可
以办理金融、教育、医疗等多种事务。

引智引资，成都正加速。去年6月，成都
推出“成都公安出入境改革创新十五条政
策措施”，针对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打破现
有政策桎梏，拓宽了申请渠道，降低了申请
门槛。新政实施以来，我市取得永久居留资

格的外国人新增90人次，新增数量与过去
13年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总人数持平，居
中西部城市前列。正是得益于政策红利，外
籍人士可以更安心地在成都创新创业。

目前，成都已授予自贸试验区各片区以及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符合条件的县级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外国人签证证件受理签发
权限，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签证、居留
许可办理时限分别缩短为5个工作日和10个
工作日。积极推动外籍人士“家在成都”工程
建设，进一步增强和完善出入境服务站功能。

成都上半年消费品零售总额
继续稳居副省级城市第二

6人拿到中国“绿卡”外籍蓉漂扎根了
新政实施以来，我市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新增90人次

“消夏耍成都”，这是今年夏
天热词排行榜中的常客。享好
食、淘好货、游绿道……对于普
通人来说，成都正在同享受高品
质消费体验逐渐画上等号。

消费升级的背后，城市购
物中心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升
级载体。世邦魏理仕与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受商务部委托，日
前推出了《2017中国城市购物
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这份报
告中，成都跻身进入全国6个城
市购物中心成熟市场之一，与
成都同为成熟市场的，还有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

根据世邦魏理仕最新数据
显示，成都购物中心的需求端
得分在全国17个主要城市中位
列第4，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杭
州。世邦魏理仕华西区研究部
资深经理林晴岚评价称，数据
的背后不仅代表了成都零售市
场释放的潜力，更是整座城市
在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需求上
的跃升。

“成都人不仅爱消费，还具
备吸引外地人群前来消费的动
力。”林晴岚认为，这正是成都
城市发展的核心所在。

数据的背后不仅代
表了成都零售市场
释放的潜力，更是整
座城市在经济发展
和生活品质需求上
的跃升。“成都人不
仅爱消费，还具备吸
引外地人群前来消
费的动力。”世邦魏
理仕华西区研究部
资深经理林晴岚认
为，这正是成都城市
发展的核心所在。

报告背后

在报告中，社区商业已成为中国城市
购物中心发展的热词，从原先单一满足周边
居民日常购物、餐饮娱乐等需求逐步发展为
提供全方位服务，也出现了更多的新型业
态，比如生鲜电商超市、快递收发点、自助洗
衣店、医疗康复中心等。

实际上，成都也正在加码“社区商业”。
今年6月，成都召开专题会议，发布《成都市
打造社区商业消费新场景构建社区优质生
活服务圈工作方案（2018-2022）》（征求意
见稿），鼓励社区提升商业业态，创新发展
模式——到2022年，全市共打造社区商业
消费新场景200个，新增加社区商业文化主
题店、特色店、体验店1000个。

“社区商业发展的背后，是成都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带来的便捷。”林晴岚称，地铁
等基础设施加快了市中心和近郊之间的联
通，同时，这些区域密集住宅区带来的人口
基数，也保障了社区商业的消费基础，让更
多开发商愿意在成都近郊修建社区商业。

在去年成都新增的8个购物中心中，
社区商业就不容小觑——武侯万达广场、
卓锦曼购物中心、186Mall等社区商业保
障了普通人“生活消费的就近原则”。林晴
岚表示，这也让成都与享受高品质消费体
验的距离越来越近。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根据报告，2017年全国实体商业回暖
提速，限额以上单位实体零售额比上年增
长8.4%，增速同比提升0.6%。其中，线上、线
下的融合也走向更为实质性的阶段，并催
生了更多的新概念、新模式的商业门店。

在成都，新场景热潮正在涌动。林晴
岚表示，从去年开始，成都商业市场正在
谋变：很多品牌从线上转为线下，而像快
闪店、网红店等新型营运方式，正在通过
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增加曝光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在帮助成
都提高城市知名度。”林晴岚表示，包容一
直是成都的城市名片，而通过消费升级带
来的利好，以及密集航线、西成客专的便
利交通，让更多到成都的旅行者在这里能
够产生更多消费。

对于成都市民而言，新业态升级也将
为日常生活带来方便。林晴岚表示，例如
汽车超市、4S店等以往都修建在专业卖
场，而如今蔚来汽车、特斯拉等知名汽车
品牌选择在成都购物中心开店，增加了和
消费者的互动。

“电竞场馆也将通过进入核心商区，和
普通市民‘零距离’。”在成都，电竞热从线
上来到实体商业，今年一季度，VSPN电竞
中心落户成都核心商圈，并跨界众创空间。

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发展指数，从宏观
状况、租赁活跃度、运营表现、成本支出和未
来预期五个维度对中国购物中心发展表现
进行综合评价，数值越大市场景气度越高。

根据报告，2017年全国城市购物中心
发展综合指数为68.5，这意味着整体购物
中心市场处于持续回暖和向好通道。其中，
一线城市租赁活跃，市场优势显著。从城市
能级指数来看，北、上、广、深四城继续保持
优势地位，一线城市综合指数录得70.0，分
别高出二线和三线及以下城市2.2和2.1。

而强二线城市亦在此次报告中表现突
出——二线城市综合指数为67.8，“主要受
益于成都、杭州、南京、重庆、西安等强二线
城市的良好表现。”根据报告，成都购物中
心的需求端得分在全国17个主要城市中位
列第4，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杭州。

“从需求端的成绩来看，足以证明成都在
知名开发商眼中潜力十足。”林晴岚说。林晴岚
特别提到，未来三年知名开发商还将携更多
知名项目在成都亮相，“比如攀成钢板块、金
融城板块等区域，将释放仁和新城、大魔方等
项目，为市民提供更充分的消费选择。”

随着知名开发商打造的优质零售物
业项目陆续开业，为成都吸引了更多的品
牌入驻。

需求端潜力十足
未来三年更多知名项目亮相
为市民提供更充分消费选择

新场景热潮涌动
汽车品牌开进购物中心
电竞中心落户核心商圈

社区商业加码
到2022年全市打造
社区商业消费新场景200个

“绿卡”什么样？参照二代身份证标准设计制作

谁拿到了“绿卡”？他们见证成都发展，与成都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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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6日从教育
部获悉，教育部研究制定的《高等
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提出，到
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等学校基
础研究水平大幅跃升、建成若干
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学术高
地的目标。

计划提出，到2035年，我国高等
学校基础研究在一些重点领域实现
学术引领，培养一批具有前瞻性和
国际眼光的战略科学家群体，一批
学科领域跻身世界一流前列，产出
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根据计划，到本世纪中叶，我
国将在高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
界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批重
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
向和新学科，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
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科技强国
和教育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教育部制定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

成
都
太
古
里
繁
华
街
景

本
报
资
料
图
片

昨日，6名外籍高层次人才在成都拿到永久居留身份证 图据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