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观察

产业创新
一二线头部效应明显

城市的发展潜力离不开各
行各业人才、劳动力的储备。

根据《报告》统计，一二线城
市以25.5%的人口创造了46.5%的
GDP，人口集聚潜力很大。其中，
以成都为首的二线城市以20.3%
的人口创造了34.1%的GDP。

当前人口回流皖川桂豫等中
西部省份与粤浙等东部省份人口
再集聚并存，京沪津苏黑吉辽人
口增长低迷甚至负增长。成都、西
安、长沙等中西部核心城市日益
崛起。2010年以来，随着沿海地区
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产业
承接以及老一代农民工老化，部
分人口逐渐回流中西部，东部人
口增速总体减缓，而东北地区人
口开始负增长。

近年来，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
下，成都等部分大城市抓紧“抢人”。
2010-2015年，成都、郑州、重庆（主
城）常住人口年均增加超过15万，而
传统的人口集聚大市北京、上海、天
津、苏州、无锡年均增加不足5万，北
京2017-2018年持续两年负增长、
天津2017年一度负增长。2018年西
安、成都、武汉、广州户籍人口分
别较上年增加86.6、40.8、30.1、
29.8万人，主要以户籍迁入的机械
增长为主。人才的聚集为成都这
样的中西部核心城市创新创业提
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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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成都打造“国际化营商
环境”之年，作为西部开放高地展
现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发展决心，
在2019年的前两个月就新批63个
外商投资项目。

4月12日，距离3月1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简称《外
商投资法》）通过还不到1个月，成
都再次成规模集体签约外资项目，
22个外资项目即将落地。

同日，国内智库恒大研究院发
布《2019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报
告》（简称《报告》），并公布“2019年
中国城市发展潜力100强”排行榜。

报告介绍了分析排名的方
式：根据基本面的情况，发展潜力
100强被划为3档进行分析，深北
上广等15个城市为一档，成都、武
汉等25城为二档，兰州、徐州等60
城为三档。再结合市场面的指标

分析，将当前市场趋势较好的城
市升档。

榜单最终排名显示，2019年，
深北上广稳居中长期发展潜力榜
单前4名，二线城市中成都、南京、
武汉、重庆、天津、杭州位居前十；
东部地区有32座城市进入前50名，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表现尤其突
出；东北地区有超八成城市位于
200名之后。

为什么是成都

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因素决
定着城市的产业布局。

《报告》指出，以中心城市为引
领的都市圈城市群更具生产效率，
更节约土地、能源，是支撑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

在城市群层面，19个城市群
的核心在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长江中游、成渝等5个城市群。
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
市群外，以成都、重庆、武汉为核
心的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最具
发展潜力，两大城市群以5.2%的
土地面积集聚了15.5%的人口，创
造了15.6%的GDP。

地处西部的成都是“一带一
路”重要节点，同时也是高速发展
的成渝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
正由区域中心城市迈向国家中心
城市。成都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
重要桥头堡。2017年和2018年，成
都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幅均为
全国增幅的15倍。2019年前两个
月，成都市新批外商投资项目总
数共63个，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
54个。据了解，2019年，成都市还将
全力开展世界500强企业和国际中
小型企业的招引工作，重点引进地
区性总部、功能性总部项目等，强
化总部经济、首店经济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
者 曾那迦

人才随着产业走，产业决定
一座城市的兴衰。

《报告》数据显示，在产业创
新方面，一二线城市头部效应
明显，京沪深占据绝对高地，成
都、杭州、广州、苏州、南京等城
市居前。创新需要高度集聚才更
有效率，产业创新的城市差异比
经济实力更加明显。从反映龙头
企业的A+H股上市公司数来看，
北京占全国的比重达10.7%，京沪
深合计占比高达27.5%，一二线城
市合计占69.9%。

在这一方面，成都清晰认识
到差距，重点打造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医药健康、新型材料、绿色
食品五大先进制造业，创造以会
展经济、金融服务、现代物流、文
化旅游、生活服务五大新兴服务
业和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清
洁能源、现代供应链为支撑的新
经济新动能。交通便利对于产业
创新也至关重要，成都也在奋起
直追，在航空、铁路运输方面开辟
新的线路。从高铁日始发终到趟
数看，成都已位居全国前十。

同时，优质公共资源对人口
有着明显吸引力。成都的优质教
育、医疗资源密集，城市轨道交通
逐渐铺开、城市运行效率提升，都
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企业、人才
前来落户。

人才回流
中西部核心城市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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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各副省级城市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
报、2018年经济运行总体情况报
告都已出炉。

十五个副省级城市2018年经
济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2018
年成都市实际利用外资120.3亿
美元，居副省级城市首位。武汉
市实际利用外资109.27亿美元居
第二。成都市、武汉市与北京市
（173.1亿美元）、上海市（173亿美
元）、重庆市（102.73亿美元）成为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仅有的5

个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00亿美元
的城市。

长春市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
3.3亿美元，较前年下滑严重。在全
国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垫底。至此，
东三省大连、长春、沈阳实际利用
外资集体下滑，唯独哈尔滨实际
利用外资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根据《2018年成都市经济运
行总体情况报告》，2018年，成都
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5342.77亿
元，增长8.0%，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0.0%、
10.0%、26.4%；利用外商投资实际
到位120.3亿美元，增长20%；全年
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4900亿元、
增长24%。

2018年，成都不断强化对外
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新
开通“蓉欧+”东盟铁海联运班列
和铁路班列，国际班列通达24个
境外城市，全年开行2619列、增长
159.3%。同时，成都新开通12条国
际定期直飞航线，国际（地区）航
线数量达到114条。

成都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促进
工作，外商直接投资25亿美元、增
长34.2%。成都还不断优化外企服
务，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实现9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
及变更事项备案管理。

而结合2010年-2018年副省
级城市历年利用外资情况来看，
成都、武汉、青岛、深圳、广州、西
安、南京、哈尔滨、济南、厦门实际
利用外资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
者 曾那迦 制图 李开红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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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试点探索无居民海岛使用权转让、出租等权能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到2020年，归属

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
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为完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障国家生态
安全和资源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提供有力支撑。 下转03版

“中国城市发展潜力100强”新一线
城市第一名，“全国副省级城市外资吸
引力排名”第一名。近年来在诸多榜单
上高踞不下，被人们戏谑称为“榜红城
市”的成都，日前再度收获两个“榜王”。

一是在恒大研究院发布的《2019中
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报告》中，跻身

“2019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100强”排行
榜第五，紧随深北上广，位居新一线城
市之首；二是在根据全国十五个副省级
城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
统计得出的“2018全国副省级城市外资
吸引力排名”中，位居第一。

榜单虽是“用手投票”，但其支撑，
却是背后的“用脚投票”。

12日，“Chengdu，Can do—投资成
都”现场，22个外资项目集体签约成都，签
约总金额达33.9亿美元，其中不乏宝马、法
铁这样的世界名企。同一天，第八届音乐之
都城市大会现场10个国际合作事项达成共
识。而本月末即将揭幕的2019（首届）全国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大会暨第七届成都国际
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则吸引了24个海外
展团组队参加。成批世界知名农业高新企
业，正聚焦成都寻求国内市场深度合作。

在《2019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报
告》对其“投票”来由的阐释中，对成都
之所以排名新一线城市之首有这样一
句说明：成都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
桥头堡。眼下成都最新以及即将出炉的
一系列外商投资“大单”，显然印证了这
一说法。实际上，2019年前两个月，成都
已经新批外商投资项目总数共63个，新
签约引进重大项目54个，其中世界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就占到7个。尤值一提
的是，2017年和2018年两年，成都外商

直接投资增幅均为全国增幅的15倍。
投资风向直接指向一个事实：成都

的营商环境正日益被看好。营商环境是
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生态系统，这个生
态系统，是政府、社会、市场、文化等诸多
因素构成的总和。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
境报告，人们通常用三个指数来衡量营
商环境，一是营商软环境指数，成都正在
深化的“放管服”改革正在日益提升这一
指数；二是商务成本指数，包括水价、电
价、气价、地价、劳动力成本价格等，就
此，成都优势虽然并不是最突出，但综合
而言也极具吸引力；三是政府社会服务
指数，包括政务服务和社会公共服务，在
这一点上，成都的优势在同类城市中显
然极为抢眼，连续十年稳居“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榜首就很说明问题。

当然，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
好，已经把今年确定为“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年”的成都有这个自觉。事实上，“短
板”在全国城市都普遍存在，要想求得

“更好”，就看谁能率先在“加快完善公平
竞争的市场建设”中突围而出。从纵深推
进“放管服”改革，到以开创现场办公会
形式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
痛点、堵点”，从强化政府服务意识进一
步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到对标国际打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成都正在打出一套以问题为导向的“组
合拳”，大力改善营商环境。

走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节点，
中国迎来新一轮大开放、大发展的春
天，《外商投资法》则让春天的气息更加
浓厚。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外资外
企“投票”的关键因素。以成都为起点进
入中国，这个选择没错。

“投票”成都 是这个春天的正确选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评论员 刘琴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当
前，我市正处于发展动力转换期、特大
城市成长期、多重矛盾凸显期，随着城
市化加快推进、城市人口不断聚集、城
市功能系统日益复杂，城市运行管理面
临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为检验我市应
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引发的
大面积停电及自来水爆管、燃气管道爆
燃的响应和处置能力，检验市级部门和
相关单位应急处置能力和应急预案实
用性、可操作性，昨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有关规定，我
市举行大面积停电及自来水爆管、燃气
管道爆燃应急处置“双盲”演练。市委副
书记、市长罗强参加并作为演练总指挥
进行现场点评。

罗强指出，加强城市安全风险防控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是保障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科学治
理特大城市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安全风险防控
工作，市委市政府也作出了一系列安排
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认真总结梳理经验，不断提
升应急响应能力和科学处置水平。

罗强强调，切实抓好城市安全风险
防控工作，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
省、市部署要求，坚持防范为先、防控并
举，加强城市安全风险分析研判，完善
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制度机制，把安全风
险防控工作落实到城市发展各环节各
领域。一是织密城市安全责任网络。要
把城市安全风险防控工作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层层压紧
压实责任，强化督查问责，坚决克服侥
幸心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紧转02版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把安全风险
防控工作落实到城市发展各环节各领域

我市举行大面积停电及自来水爆管、燃气管道爆燃应急处
置“双盲”演练 罗强等参加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