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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成都66个产业功能区名单印发
今年安排建设发展资金31.5亿元

为何要如此布局？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优化调整旨在
加快构建“5+5+1”现代化开放型
产业体系，打造产业生态圈，创新
生态链。

记者获悉，调整方案考量诸多，
比如，成都以构建高质量的“5+5+1”
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为目标，以
产业生态圈为统筹组织方式，以产
业功能区为具体承载空间。

成都明晰功能区在全市发展大
局中的战略价值，引导各区（市）县
不局限于自身一域，用全局眼光精
准定位功能区对城市发展重大战略
的功能支撑。此次调整还聚焦功能
区主导产业的细分方向，结合区域
产业基础、重大功能性设施布局、自
然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及产业变革
趋势等，精准细化功能区主导产业
定位及细分领域。设置功能区空间

边界，推动功能区空间布局与区域
总规、城市设计紧密融合，更加精细
化规划设置空间边界，在有条件区
域推广高新区产业社区理念。优化
提炼功能区名称，力求体现功能区
特色亮点和比较优势的同时，又相
对简洁、利于招商。

调整后，成都将形成“16+1（军
民融合）”的产业生态圈战略布局，
并由66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成都新经济
活力区等5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天府国际生物城、成都医学城等4
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绿色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
圈主要由简州新能源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功能区等3个产业功能区
协同支撑；

航空航天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成都航空经
济产业功能区、成都轨道航空产业
功能区、成都通用航空产业新城等7
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轨道交通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轨道航空产业功能区、现代都市
工业产业功能区等3个产业功能区
协同支撑；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圈主要由天
府智能制造产业园、欧洲产业城、成
都智能应用产业功能区、成都龙潭
新经济产业功能区等10个产业功能
区协同支撑；

先进材料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先进材料产业功能区等3个产业
功能区协同支撑；

绿色食品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绿色食品产业功能区、成都中国
川菜产业功能区等3个产业功能区
协同支撑；

都市现代农业生态圈主要由中
国天府农业博览园、天府优质粮油
融合发展功能区、都江堰精华灌区
康养产业功能区等8个产业功能区

协同支撑；
会展经济产业生态圈主要由天

府中央商务区、成都天府国际空港
新城、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等6个产
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现代金融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金融总部商务区、成都中央时尚
活力区、华西坝大健康（金融）产业
功能区等7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现代物流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国际铁路港临港服务业功能区、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新都国际
商贸智慧物流产业功能区等8个产
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文化创意产业生态圈主要由天
府文创城、少城国际文创硅谷、安
仁.中国文博文创产业功能区等10
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旅游运动产业生态圈主要由熊
猫之都文创体验旅游功能区、李冰
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功能区、西岭雪
山温泉国际运动康养产业功能区等
7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现代商贸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中央时尚活力区、天府中央商务
区、成都东客站枢纽经济功能区等5
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电子商务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武
侯电商产业功能区、西部电商物流
产业功能区等3个产业功能区协同
支撑；

军民融合产业生态圈主要由成
都军民融合产业功能区、青羊总部
经济功能区、成都科学城等5个产业
功能区协同支撑。

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大力
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向全市
66个产业功能区集聚倾斜。2019年
底前，实现每个功能区有一个主办
牵头行，每个企业有一个主办银行，
做到金融服务“全覆盖”。

成都将加快建立“5+5+1”产业
引导基金，持续推进产业基金向产业
功能区内项目倾斜。还将探索依托产

业功能区发行专项债务融资工具。
成都将强化财政政策支持，

2019年安排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资
金31.5亿元，重点用于支持产业功能
区建设及主导产业发展，构建良好
财政政策软环境。

成都将精准推进土地资源匹
配，持续推进以产出为导向的土地
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优先保障产业

功能区项目用地需求。
成都还将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源

协同发展，年内编制发布成都人才
白皮书，以“16+1”各产业生态圈为
单位，分别组织有关产业功能区开
展协同推介和专业化人才引进系列
活动，为产业功能区精准招引专业
化实用人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此轮调整，不仅仅是优化，其
中不乏崭新规划，比如熊猫之都
文创体验旅游功能区，功能区规
划面积69平方公里，北湖熊猫社
区位于成都市东北部，地跨成华
区、新都区和金牛区三区，北至绕
城高速（四环路）、东至成金青快
速路，西至川陕路、南侧三环路；
龙泉山熊猫社区位于天府植物园
拟建范围内，南接奥体城核心区、
西靠奥体城山地运动区，北临双
简快速路，东靠第二绕城高速；

都江堰熊猫社区北至玉堂镇白马
社区与水泉社区交界山脊线，东
至环山旅游线，南至中兴镇石孟
江河沿线，西至玉堂镇、中兴镇海
拔1200高山脊线。

功能区发展以大熊猫文旅品牌
建设为核心，深度开发熊猫原创IP、
熊猫主题公园、熊猫主题餐厅、熊
猫主题演艺等泛熊猫新型娱乐生态
产业链，着力构建熊猫主题新消费
场景。

此次，成都还规划中央时尚活

力区面积约7.79平方公里，西起红
星路一段、东玉龙街、太升南路、
人民东路、天府广场、人民南路一
段、红照壁街、下南大街一线，东
至沙河，北起锦江、东风路、水碾
河路、水碾河南街、一心桥街、锦
东路、双桂路一线，南至锦江、宏
济中路、宏济巷、通盈街、中沙北
路，涵盖大慈寺时尚消费社区、盐
市口国际商务社区、东大街国际
金融社区、攀成钢国际休闲社区
等产业社区。

规划熊猫之都文创体验旅游功能区 开发熊猫主题公园

战略布局 形成“16+1”产业生态圈

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要流向这里

66个产业功能区协同支撑
成都“16+1（军民融合）”产业生态圈

成都未来产业有哪些成都未来产业有哪些
方向方向？？资金资金、、土地土地、、人才将流人才将流
向哪些地方向哪些地方？“？“指导目录指导目录””出出
炉啦炉啦！！

昨日昨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记者从市发改委
获悉获悉，，日前日前，，优化调整后的优化调整后的
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名单正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名单正
式印发式印发。。本次调整对成都产本次调整对成都产
业功能区名称业功能区名称、、空间边界空间边界、、
主导产业方向进行了全面主导产业方向进行了全面
优化细化优化细化，，并分别按行政区并分别按行政区
划和产业生态圈两个维度划和产业生态圈两个维度
进行梳理进行梳理。。

从行政区划维度从行政区划维度，，跨区跨区
（（市市））县的产业功能区共县的产业功能区共55
个个，，包括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包括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功能区功能区、、天府国际生物城天府国际生物城、、
熊猫之都文创体验旅游功熊猫之都文创体验旅游功
能区能区、、金融总部商务区金融总部商务区、、龙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此外各此外各
区区（（市市））县分别布局县分别布局22--33个个
产业功能区产业功能区。。

从产业生态圈维度从产业生态圈维度，，全全
市市““1616++11（（军民融合军民融合）”）”产业产业
生态圈分别由不同区域的生态圈分别由不同区域的
多个产业功能区支撑多个产业功能区支撑。。

未来未来，，资金资金、、土地土地、、人才人才
等要素将向等要素将向6666个产业功能个产业功能
区集聚倾斜区集聚倾斜，，20192019年安排年安排
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资金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资金
3131..55亿元亿元，，重点用于支持重点用于支持
产业功能区建设及主导产产业功能区建设及主导产
业发展业发展。。

首店的落户只是一种现象。人
们更希望知道，它们究竟为何而
来？这是首店经济延续的根本。曾
负责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商业规划
及招商工作的邓耀华认为，要看齐
上海等一线城市，成都首先要在营
商环境上下功夫，例如运营配套是
否完善，餐饮、原材料能否低价且
便捷地进入区域，并保证产出相同
的产品。另一方面，充足的人才储
备也是必须的。

品牌的生长力提供了首店
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座城
市都应当去追逐首店经济。邓耀
华认为，每个城市、甚至是城市
的每个区域，都应首先梳理好自
身的真正优势，“为前来开店的
品牌提供必须要来的理由。”以
城市为界的划分有一定局限性，
绝对领军品牌的考虑将是多维
度的。首先是区域辐射力，同时
还要考虑城市本身头部品牌的

追随效应。
另一方面，首店经济还需要

城市发展有极高的渗透率，即便
在成都，并不是每个区域都有适
合承接首店的能力和载体。而更
多区域更要像发展产业一样，进
行倾向性的品牌筛选和招引。“城
市区域也要有分工，要有合理的
市场条件，才能承担首店落地后带
来的经济后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大 牌 、网 红 纷 至 沓 来 背 后 的

拥挤的人群、非同一般的销售额，无论哪座城市、哪个品牌，几乎
每个首次入驻某区域甚至国家的品牌，都能在开业当天得到热情迎
接。热度往往还会持续很久。譬如，喜茶在成都IFS的西南首店，开业数
月后仍需花费至少半小时的排队时间。当然，这带来的不仅是消费能
级的增长，很快喜茶就在成都开设了第二家门店，而“奈雪的茶”等其
他网红茶饮也被庞大的市场“蛋糕”吸引而至。

为了吸引商业品牌首店落户，成都日前也发出了一份政策大礼
包。4月初，成都市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
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落地实施，旨在推动成都消费市场
国际化、品质化发展，激发时尚消费、品牌消费。

发展首店经济，已是众多城市的共识。我们更想知道，成都究竟有
哪些差异化发展思路？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同台竞争，这座西部城
市还应向它们学习什么？

要了解首店经济，首先要从品牌
承载平台——商业综合体入手。从当
前成都最热的多个综合体中，我们看
到了成都发展首店经济的三种模式：
载体品牌、精准产业和自我孵化。

在成都，IFS和远洋太古里可以
称得上“品牌集聚地”。国际奢侈品早
在数年前就已经关注到这里，除服饰
外，更多业态的首店也正在入驻。去
年年底，GRAY WHALE成都首店
开业，近期Mercedes me体验店也将
在成都远洋太古里亮相，作为中国内
地第三家、全球第八家品牌体验店，
代表其对西部市场的信心。

就它们的入驻原因，世邦魏理仕
华西区董事总经理邓耀华总结称，源
于春盐商圈多年来对外塑造的品牌效
应：这里既是人气之地，同时也是高品
质消费的代表。且随着首店品牌数量

的增多，这里将越发具有“集聚效应”。
成都的消费力显然也是吸引品

牌的重要原因。2018年成都市全年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01.8亿元，
位列副省级城市第3位。数字背后反
映了开放的消费观念：以汽车消费为
例，成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全国主要
城市中始终保持前列，高于其居民收
入在全国主要城市中的排名。巨大消
费力吸引越来越多国际知名商业企
业和品牌通过成都辐射西部市场。

首店经济的影响范围还在继续
扩大。2018年，成都新增200家首店落
户，全球80%以上知名品牌入驻成都。
2019年一季度，成都单个城市的首店
引入数量超过了去年一季度全国总
数的五成，包括将在成都远洋太古里
亮相的Mercedes me体验店、人气咖
啡品牌%Arabica Coffee西南首店等。

本地载体品牌 系吸引品牌首店重要原因

如果说前面是传统城市招引
的主要模式，在成都，另两类首店经
济也在兴起：精准产业和自我孵化。
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也与同质化竞
争带来的化学反应密不可分”。

对成都人来说，环球中心并不
陌生，这里曾入驻19家品牌首店，
但目前“存活”数量只有个位数。环
球MALL副总经理陈小凤和其团
队为此曾有过多种规划，而结论
是，这里更需要精准的定位，“想好
了发展方向，再谈招商”。

借助环球中心西区15万平方
米的庞大区域，这里正瞄准亲子
体验进行发展。例如，环球中心西
区将引进国内首家民营航空博物

馆——立巢航空博物馆，包括展
馆、主题餐厅、商店等多元业态。
而覆盖各年龄段的儿童教育首店
将一起组成这里约八成的亲子领
域首店。

另一种模式则更为“激进”：随
着既有品牌数量的饱和，一些综合
体还在孵化出新的衍生产品。悠方
营运部经理张俊鹏透露，悠方和宜
北町共同孵化了“去茶山”子品牌，
推出了宜北町去茶山的成都首店。
此后，该店因得到市场认可，在成
都陆续进行更多店铺的布局，形成
了首店效应。

与北京市日前落地的《关于鼓
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的若干措施》

相比，成都还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瞄准品牌新品首发。对品牌首店、
本土知名品牌、商业综合体、商业
运营机构等开展的具有国际国内
影响力的大型新品发布活动的宣
传推广、场租和展场搭建，成都将
最高给予100万元补贴。

这也被视作“弯道超车”的策
略。诚然，成都必须正视与上海等
城市在首店数量上的差距，但通过
一场场路演，也将为品牌与城市的
合作奠定更好的基础。例如，4月5
日在成都远洋太古里举行的中国
李宁“全球行”中国首站，单日销售
额超过60万，这一数字创李宁30年
销售新高。

“首店经济”

1 成都“首店经济”特色 瞄准品牌新品首发2

对标“成熟市场”补短板 品牌生长力提供了首店的基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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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远洋太古里 本报资料图片

紧接01版 听取政府及相关部
门负责人、基层执法人员落实
法律情况的介绍和意见建议，
强调污染防治必须依靠法治、
遵循法律，各级政府要增强依
法治污意识，全面担负起法定
职责，监管部门要坚持依法监
管、严字当头，强化全天候、全
流程、全覆盖的监督管理，执
法、司法部门要把法律赋予的
手段用足用好，严肃查处破坏
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

工业水污染防治、城镇水
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水污染防
治、船舶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是这次执法检查的
重点。执法检查组来到成都天
府新区第一污水处理厂了解城
镇污水处理情况，到泸州港集
装箱码头调研船舶污染防治，
深入酿酒企业检查污水排放是
否达标，到饮用水长江取水口
进行实地察看。在同部分企业
负责人和有关方面座谈时，栗
战书指出，企业是工业水污染
防治的主体，既要严格落实法
律规定，还要多承担社会责任。
要及时公布信息，加强宣传教
育，让守护清水绿岸成为全社
会的自觉行动。

检查期间，栗战书来到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机 关 看 望 工 作 人
员，主持会议同地方人大负责
同志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地
方各级人大代表座谈。他强调，
要因地制宜加强地方立法，对
污染防治作出更加精准细化、
更 有 针 对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的 规
定。要加大监督工作力度，推动
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人大
代表要了解和反映人民群众意
愿和呼声，积极为污染防治工
作献计出力。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十
分关心长江生态保护。执法检
查 组 专 程 前 往 泸 州 市 张 坝 桂
圆 林 察 看 长 江 岸 线 修 复 保 护
情况。栗战书强调，四川是长
江 上 游 重 要 的 生 态 屏 障 和 水
源涵养地，要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指示要求，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彭清华参加有关活动，并在座
谈会上就我省贯彻落实水污染防
治法有关情况作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