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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

打造更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机会机会
来了来了和成都同享

发展风口
不管是招商引资还是人才引进，国内各

大城市都有一种常见的“套路”——提供政
策优惠“大礼包”，以税收优惠、购房落户等
资源要素提升城市吸引力。

如今，成都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新“打
法”——把“有形之手”藏在身后，通过发布

“城市机会清单”让企业自行对接资源，让市
场因为市场主体的活跃“燃”起来。

3月26日，成都发布首批“城市机会清
单”，以“双创应用场景”为主线，全面梳理城
市双创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供给、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等需求，面向全社会发布政府重点
项目、重大活动、试点任务、应用示范、产品
采购、解决方案、特许经营等供需清单。这是
国内首个以城市名义发布的机会清单，也可
以被视为一次重塑政企关系和治理逻辑的
改革。

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市场配
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在价值杠杆等市
场经济规律下，商品生产者的动力得以最大
限度激发，经济活力得以极大释放。成都发
布机会清单，就是真正让市场来说话。它首
先解决的是政企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解决当前新经济应
用场景供需对接不佳、有效供给不足、碎片
化供给等问题，满足新经济企业产品和服务
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实现产业发展从

“给优惠”向“给机会”转变。
常说“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这出戏究竟

好不好，还在于企业的活力有没有最大释放，
企业合作交流竞争有没有碰撞出火花。当政府
公开资源信息，全球企业不分“公私”、不分“内
外”、不分“大小”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出“群戏”
就容易出彩。而政府始终退居幕后，扮演着导
演的角色，发挥“有形之手”的引导、支撑、协调
和保障作用。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更成熟的市场考验
着政府超前引领的能力和服务。一座城市实
施怎样的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哪类产业，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所能发展的空间、创造的
应用场景。如果政府在改革创新、战略统筹和
规划引导作用上滞后于全球视野和未来视
野，即使市场有着短暂的繁荣，也难以为继。

成都此次发布的“城市机会清单”有一个
鲜明的特色，即根植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
态的新经济，这是成都贯彻新发展理念下的
创新之举，也是成都为企业和人才作出的最
具吸引力的承诺——许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从给“优惠”到给“机会”
首份城市机会清单
背后的治理逻辑

“机会成熟，我们还将公布第二
批、第三批……”成都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在发布会现场释放了重要信息：
一方面，成都在全国率先提出“城市
机会清单”，这是城市推进场景落地
的又一制度创新；成都的机遇不限于
此，这里将有更多机遇正待挖掘。

在首份机会清单里，成都首先表
现了开放的理念：“巨无霸”项目和创
业公司的员工需求同在一份清单里，
成都此举被认为是城市开放性的体
现——不唯地域，不限大小，成都的
城市机会将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据悉，成都专门建立了城市机会

信息搜集发布机制，从政府视角分类
梳理、全面整合城市发展释放的市场
机遇，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多渠道媒
体互动的形式对外公开发布，将过去
分散零碎的供需信息集中呈现，并对
已发布的清单信息动态调整、适时更
新，促进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
最优化。

同时，还构建了城市机会清单跟
踪评价体系，从组织领导、责任落实、
考核管理等方面强化企业服务保障，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12345”市长热
线等媒介畅通困难诉求反馈渠道，建
立动态评价机制，及时跟踪处理城市

机会落地落实有关问题。
而这些机遇都是完全对外开放

的——成都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chengdu.gov.cn）开辟了城市
机会清单发布厅专栏，集中整合城市
机会清单全方位信息，可以通过网
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行
关注。

上述负责人直言：欢迎大家积极
参与到城市机会清单的梳理、构建中
来，群策群力，将成都打造成为一个

“遍地都是机会、随时充满机会”的
“机会之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26日在巴黎会见专程前来出席
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德国
总理默克尔。

习近平指出，当前国际形势
中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但中

德务实合作仍保持稳定发展势
头。2018年中国连续第三年保持
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德国企
业对华实际投资增长近140%。我
们已经确定了继续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和思路。中国坚持开放的决
心是坚定的，对推进和扩大对德
和对欧合作也是有诚意的。中方
愿同德方一道努力，继续做大做
实中德合作的基本盘，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紧转02版

习近平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5
日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打造更
加坚实、稳固、富有活力的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中法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
健康稳定发展。总统先生就任以来，两
国关系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又迈上了新
台阶，取得很多新成果。今年是一个具
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年份，既是中法建
交55周年和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知
古可以鉴今，为了更好前行。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处在
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法国、欧
洲也都处于自身发展关键阶段。中方
愿同法方一道，传承历史，开创未来，
使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共同为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多历史
性贡献。

习近平强调，要把中法关系发展
好，政治互信是关键，务实合作是必由

之路，国民感情是基础。新形势下，中
法双方在这3方面要做得更好，要继续
探索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
互利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政治上，既
要筑牢互信的“堤坝”，也要竖立理想
的“灯塔”。要深化全方位、多层次沟通
交流，充分发挥各个机制性对话作用，
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军队间交
流。要坚持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要
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
制中的合作，密切在气候变化等重大
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落实

《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以实际行动维护以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习近平指出，在务实合作方面，中
法既要深挖市场的“源头活水”，也要疏
浚政策的“河道沟渠”。双方要深化核
能、航空、航天等传统领域合作，加快科
技创新、农业、金融、养老服务等新兴领
域合作步伐。我们赞赏总统先生多次表
达同中方开展“一带一路”务实合作的
意愿，双方要落实好“一带一路”第三方
市场合作示范项目。要为双边贸易与投

资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我们刚刚颁布
了《外商投资法》，将继续大幅放宽市场
准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我们
欢迎更多法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也希
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在法投资提供公平、
开放、非歧视待遇。

习近平强调，中法在人文交流方
面，既要畅通政府间合作的“主渠道”，
也要丰富民间交往的“涓涓细流”。要
充分发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
统筹协调作用，加强文化、旅游、语言、
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共同办好中法

建交55周年和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00周年纪念活动，在2021年互办中法
文化旅游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当今
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
中国重视欧洲战略地位和作用，一直
将深化对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
中方支持法方在欧洲联合自强进程中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希望法方推动欧
盟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发挥更积极影
响。希望双方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尽早启动中欧自由贸易区联合
可行性研究。 下转02版

机遇的清单
给予企业真正所需

需求信息195条
●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需

求信息103条，投资规模达
1862亿元，释放融资需求636
亿元

●要素类需求信息55条，
涉及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

●规划及解决方案需求
信息10条

●新技术研发及产品类
需求信息11条

●人才招引名录1个
●重大活动信息15条，基

本涵盖生产生活和城市治理各
方面

供给类部分公共服务平
台(招商平台)名录255条

●涉及双创载体服务、招
商引资等信息

“巨无霸”项目和创业公司
的员工需求同在一份清单里，
这被认为是城市开放性的体现
——不唯地域，不限大小，成都
的城市机会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同时成都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www.chengdu.gov.cn）开
辟城市机会清单发布厅专栏，
所有人均可通过网站、客户端、
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行关注

进入会场的第一眼，周宏亮就
盯上了桌上蓝色封面的《成都城市
机会清单（第一批）》。作为成都精位
科技有限公司的CEO，周宏亮最关
注自动驾驶、自动泊车等园区建设
的机遇。而在这份清单里，他需要的
答案都能找到。

这份不到80页的清单里，包含着
城市巨大的投资机遇——

26日，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全国首份“城市机
会清单”：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公园城
市、创新创业等10个细分场景，里面
包含7大类共450条供需信息。

这是发展逻辑的转变：从给政策
到给机会，成都给予企业成长和发展
的真正所需——不仅是宽松便利的
市场环境，更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给予

“正向激励”，引导促进市场主体参与
新经济活动。

这也是一份开放的清单——成
都 市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www.
chengdu.gov.cn）特地开辟了城市机
会清单发布厅专栏，集中整合城市机
会清单全方位信息，所有人均可通过
网站、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
行关注。

细读这份清单，你会发现，成都
正在通过应用场景项目化、指标化、
清单化的表达方式，集中定期发布供
需信息，从而将新经济与城市发展需
求有机连接，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资
源、要素资源的接入端口，促进新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记者注意到，第一批“城市机会
清单”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公园城市、

创新创业等10个细分场景发布了7大
类共450条供需信息。

195条需求信息，既包括投资规
模达1862亿元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
等“常规动作”，还有涉及人才、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类需求。例
如，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简阳智
能制造和机器人研究院就分别提出

集成电路研发人才、人工智能及电气
工程师需求，甚至还附上了联系人的
私人电话号码。

与需求信息相对应的，成都还发
布供给类部分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平
台）名录255条，涉及双创载体服务、
招商引资等信息。表格里还特别明确
了这些平台的服务领域、主管单位和
联系方式，显示了城市邀请的诚意。

首批450条供需信息 还有联系人的私人电话诚意的邀请

不唯地域不限大小 城市机会对所有人开放开放的态度

成都发布全国首份“城市机会清单”

开放的清单
体现开放的态度

让成都成为机遇之地
“机会清单”背后的发展密码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