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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签约！
成都国际职教城
落地项目增至9个

成都首店 全国第三
386家首店2020年落户成都
仅次于上海北京 成华区金牛区逆势增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13日）
从中商数据与成都零售商协会联合发布
的《2020 成 都 首 店 报 告》
（以 下 简 称《报
告》
）中获悉，2020年，成都引入386家各类
型首店，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第
三，继续领跑新一线城市。
在描绘城市商业繁荣的语境中，
“首
店经济”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指标之一。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首店品
牌的入驻更被视为城市商业的强心剂和
商场傍身的“王牌”
。
另据第一太平戴维斯日前发布的《成
都2020年房地产市场回顾及未来展望》报
告显示，2020年，成都零售市场迎来57万
平方米的新增供应，是2019年全年供应量
的2倍有余。
“城市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将有利于
塑造消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生态，扩
大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成都商业市场发
展的动力。”第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商铺
部董事林静说。至少从首店经济的成绩单
看，成都的商业活力显现了极大韧性。

入驻街区
比例提高

餐饮与生活业态更喜沿街。首店入驻集中商业
占比从2019年的87.1%下降至83.7%，这4.4%
的变量，
均转向了街区物业。

休闲之城
更加凸显

休闲娱乐业态在全国首店的占比，从2019年
的8%上升至17%。同时，
2020年首店各业态品类
更注重个性化、潮流化与小众化，更关注个人生活
的提高。

郊区新城
表现优异

2020年，
成都各区（市）县均有首店入驻，
除中
心城区外，
郫都、青白江、龙泉驿等郊区新城表现优
异。除锦江区、武侯区保持领先位势外，成华区、金
牛区的首店数量相比2019年实现了逆势增长。

三城。2020年，成都更是迎来了2020ELLE
风尚大典、巴尔曼Balmain-天际大秀等一
系列国际活动，
凸显了城市的时尚地位。

数量与能级：
成都首店经济“突围”
去年底，万象城二期开幕——这一新
项目无疑凸显了成都首店经济的吸引力
——《报告》显示，仅万象城，就引入27家各
类首店（含两期），其中零售占比超七成，全
新品牌13家，
西部首店1家。
值得注意的是，
首店经济在成都的发展
不是孤立的。2020年，
成都各区（市）县均有
首店入驻，
除中心城区外，
郫都、
青白江、
龙泉
驿等郊区新城表现优异。除锦江区、武侯区
保持领先位势外，成华区、金牛区的首店数
量相比2019年实现了逆势增长。
《报告》指出，
依托区域内商业基地，
业态各有聚焦，
锦江、
武侯、
成华等中心城区内零售首店具有优势，
郊区新城在餐饮及休闲配套首店下足功夫。
事实上，第一太平戴维斯数据显示，去
年成都共有6个购物中心开业，供应量创近
三年新高。加上零售市场供应量的翻倍表
现，疫情下的两个“新高”，凸显了成都经济
市场的韧性。

2021年首店经济：
“生活美学”仍是关键词

首店类型更为丰富
商业品牌更为多元
过去一年，成都首店的一个显著变化
是“类型更为丰富”
。
《报告》显示，从物业类型来看，2020
年成都首店入驻的物业显得更为丰富，入
驻街区的首店品牌比例提高，餐饮与生活
业态更喜沿街。比如，首店入驻集中商业，
占 比 从 2019 年 的 87.1% 下 降 至 83.7% ，这
4.4%的变量，均转向了街区物业。
值得注意的是，餐饮、零售仍是首店
品牌占比最多的业态，同时，休闲业态全
品类及生活业态全国首店均有提升，例如
休闲娱乐业态在全国首店的占比，从2019
年的8%上升至17%。同时，2020年首店各
业态品类更注重个性化、潮流化与小众
化，更关注个人生活的提高——对此，报
告评价“成都休闲之城地位更加凸显”。
当然，火锅、川菜首店分布数量依然
位居首店业态前列，餐饮本土化品牌特征
明显，而甜品烘焙、轻餐及茶饮等小店布
局提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而围绕家
庭场景，成都也通过首店注入了更多消费
内容，家居生活、运动休闲、生活超市及影
音娱乐等居首，首店品牌更注重生活美
学、家庭生活与好玩趣味。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报告》
显示，除吸引首店入驻外，成都是继北京、
上海外奢尚第三城。这是因为，成都的时
尚指数引领新一线城市，近年来大牌秀场
不断增多，国际时尚地位提升。
公开资料显示，成都自2018年起至
今，
打破北京、
上海时尚垄断，
先后举办Chanel、Chloe、Dior、Louis Vuitton、Hermès等
时尚大秀，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时尚第

制图 李开红

2021年，
首店经济的发展还能持续吗？
《报告》指出，
伴随商业复苏与延期开业
商业汇合，
2021年成都商业将迎来新的开业
高峰——其中，
预计将会有30+商业项目开
业，
如世茂广场、
印象城、
环贸ICD等，
新商业
将为成都带来大量新的品牌。届时，成都首
店品牌的数量与能级将会大幅提升。
其中，
“生活美学”仍是消费关键词。围
绕“高品质生活宜居”目标，2021年首店业
态将继续细分，生活美学持续发力。伴随成
都消费者对生活品质要求的逐步提高，新
品牌与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高品质、高颜
值的消费需求，并逐步增多。结合成都首店
发展特点，
生活美学消费将继续推崇。
而随着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方式被消
费者认可，大品类下的小店经济变得火热。
特色小吃、手办玩偶、生活创意、潮玩等小
品类店铺受到年轻消费客群的欢迎。值得
注意的是，现象级网红品牌仍是成都首店
的口碑力量，具有创新门店、吸引客流和带
动话题的作用。
此外，
《报告》还提到了国潮新品与“市
井味”本土新品牌振兴——伴随国潮热兴
起，新产品与传统文化的创意结合，大牌复
古升级、跨界联名创新、IP授权体验等多种
形式的品牌新店将越来越多。
随着成都本土化新店兴起，市井味与
情怀触碰。本土新品牌仍将继续发力，鼓励
本土新品牌、新工艺生产的诞生与拓展，也
将提升成都国际消费都市建设。
而伴随着公园城市建设，成都的消费
场景也将更加多元。
《报告》指出，2020年
起，家庭中心、健康生活与休闲乐活等消费
观念强化，成都首店将围绕这些消费观念
孕育更多创新的消费场景与形式——
2021年，聚焦公园城市建设，关注国内
外新的品牌发展趋势，挖掘新的生活范式，
是成都首店新品牌的发展方向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阿斯利康中国西部总部在成都开工
预计今年6月大楼落成启用

1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高新区获悉，近日，阿斯利康中国西部
总部开工仪式在成都天府生命科技园二期
前沿医学中心举行，标志着阿斯利康中国
西部总部将正式进入装修实质阶段。
据了解，阿斯利康总部位于英国剑桥，
是一家全球性制药企业，专注于研发、生产
及营销处方类药品，重点关注肿瘤、心血
管、肾脏及代谢、呼吸及免疫多个疾病领
域。阿斯利康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2019年
阿斯利康年营收243亿美元，其中在华销售
额近49亿美元，是中国市场增速最快的跨
国药企之一。
去年11月5日，成都高新区与阿斯利康
签署中国西部总部投资合作协议，阿斯利
康中国西部总部正式落户成都前沿医学中
心，这也是全球领先跨国药企在四川省设

成都前沿医学中心
立的首个具备完整功能的总部型项目。
阿斯利康中国西部总部定位为全国区
域性总部，将成为阿斯利康中国5大区域总
部之一，具备运营、销售、创新孵化等功能，
阿斯利康部分创新产品也将通过中国西部

总部独家进口销售。同时，其商业创新中心
及产业孵化器也同步落户。商业创新中心
将着力诊疗一体化，阿斯利康公司提供平
台，融合产业链上下游优秀企业、解决方
案，具备展示、配套、研究及推广功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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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将依托阿斯利康在全球的优势，
引入
孵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优质项目，
并为
孵化项目提供专业辅导及产业化保障。
“阿斯利康中国西部总部作为阿斯利
康中国五大区域总部之一，是阿斯利康中
国在过去两年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期
待今年6月大楼落成启用，届时阿斯利康中
国在西部的布局面貌将得以呈现。作为一
家以创新为驱动的外资企业，阿斯利康将
携手成都高新区，为了满足患者需求、实现
中国2030整体健康规划目标而努力。”阿斯
利康中国副总裁、企业事务及市场准入部
负责人黄彬表示。
生物医药产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兴
产业，也是成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
域带动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
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的重要
节点城市，得益于近年来不断优化的国际
营商环境，成都已成为外商投资青睐地，成
为世界城市排名第59位的“中国最具投资
吸引力城市”。阿斯利康正是看中了成都这
些优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图据成都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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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成都市金堂县政府、淮州新城管
委会与58集团、北京新学年教育签署项目合作
协议，将在淮州新城分别举办成都国际职教城
产教融合运营中心和成都金堂新教育学校（暂
名）。据悉，新项目签约后，成都国际职教城落
地项目增至9个，包括前期落地的3所院校、2个
产教融合基地和2个推广运营平台。
成都国际职教城位于成都市淮州新城，距
双流国际机场45分钟，距天府国际机场30分
钟，距亚洲最大铁路港口蓉欧铁路港仅20分钟
车程，规划面积34平方公里，是成都市委明确
的全市现代职教基地和成都“东进”区域九大
片区中唯一的“产教城”
融合示范区。
本次签约的58集团成都国际职教城产教融
合运营中心以58集团为依托、58同城大学为载
体，
充分利用58集团及生态企业资源，
将建设产
教融合运营中心、
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高技能人
才培训中心，
针对人工智能、
大数据、
虚拟现实、
生活服务、人力资源、新媒体等产业，把专业建
在产业链上，把行业最新的技术技能标准转化
为专业课程标准，
让学校成为行业主要、
高水平
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和供需对接平台。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开展职业技能人才
培训达5万人次以上，导入职业技能人才2000
人以上，推动“产、教、研、创”一体化发展。北京
新学年教育作为朱永新教授倡导的新教育实
验的唯一办学机构，围绕“创新办学机制，激发
办学活力，办好优质学校，推动教育均衡”这一
主题开展了许多办学实践工作，目前已在江
苏、福建、内蒙古等多地开展了办学合作。
此次在淮州新城举办成都金堂新教育学
校（暂名）拟投资10亿元，立足全方位践行新教
育理念，积极追求多元化、本土化、国际化与未
来化相融合的办学特色，将横跨幼、小、初、高
15年全学段，建成后可容纳学生总人数约4200
人，其中新教育实验西部中心、教师研修中心
每年可承担教师培训5000人次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上接01版 成都市经信局介绍，
目前，
成都拥
有轨道交通企业328家，
已成为全国第五大轨道
交通零部件配套基地、
国内轨道交通产业链条最
齐备城市之一。
成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已
纳入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2020年，成都全市轨道交通产业全产业链
主营业务收入约达1450亿元。随着五线齐发，
成都已累计开通13条城轨线路，运营里程达
558公里，
一跃成为国内轨道交通“第四城”。

从产业生态圈到三年改革攻坚
“四城一校”协同发展加快形成

根据《成都市轨道交通产业生态圈蓝皮书
（2019年）》，经过近三年努力，成都市轨道交通
产业生态圈已形成错位协同发展“一校一总部
三基地”格局，由西南交通大学、金牛区研发总
部、新都轨道交通制造基地和新津轨道交通制
造基地组成。
成都市经信局推进金牛、
新都、
新津、
蒲江四
大产业功能区协同和差异化发展，
四城一校协同
发展格局加快形成。该局还组织修编和发布了
《成都市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修订版）》
《成都市轨道交通产业三年改革攻坚
工作方案》
《成都市轨道交通产业生态圈建设规
划（2019-2025）
》等指导性文件。
而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表示，正瞄准川藏铁
路、成渝中线高铁等标志性工程开工建设，围
绕创新研发、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等领域提前
谋划、抢先布局，高标准编制《成都市轨道交通
产业生态圈“十四五”
发展规划》。
成都还出台了一系列轨交产业生态圈重点
支持政策措施。
来自成都市发改委的消息，
为支
持轨交产业科技创新，支持在成都市落户并成
功创建轨道交通领域国家级、
省级、
市级的科技
研发及检验认证机构，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鼓励企业采用成都市研发的首（台）套装备，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产品在成都市地铁、
川藏铁路、
山地轨道交通、
在建示范项目首次得
到应用的企业，
给予最高250万元奖励。

从“环交大智慧城”到产业功能区
校院企地融合集聚创新资源

2019年5月，成都市与西南交大联合主办
“蓉”
归故里·西南交通大学校友返校日活动，
包
括
“高温超导磁浮体验线”
在内的交通黑科技就
曾惊艳亮相。
“校企双进·企业家进校园”
西南交
通大学专场活动同日举行，
100余家企业实现了
125项科研成果和32项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而运营着558公里城市轨道线路的成都轨
道集团，深入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机制，联合西
南交大共同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引领带动
教育产业创新提能。
校院企地深度融合，集聚优质创新资源。
“成都下线”
的背后，
科技力量不容小觑。
利用在蓉重点高校及周边区域，成都与8
家在蓉“双一流”高校合作共建8个环高校知识
经济圈，
“ 环交大智慧城”位列其中，创新赋能
效果正逐渐显现。
同时，校院地协同创新平台纷纷破土而
出。据成都科技局介绍，全市目前已研和在研
项目达300余个，建成各类实验室50个。仅在成
都科学城，成都已先后建成落户清华四川能源
互联网研究院、上海交大四川研究院、北航西
部国际创新港、中科院成都分院及各类下设院
所等40个校院地协同创新平台。
成都还以产业功能区为载体，继而创新市
校合作模式。探索校地共建园区管委会、合作
成立园区管理公司，邀请高校科研人员到产业
功能区担任首席科学家、特聘顾问、科技特派
员。推行“企业提需求、学校给编制、地方给支
持”模式，协同引进高层次人才，促进科技人员
在高校与园区双向流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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