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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酒会主论坛：

如何进一步
拉动内循环，
促进行业发展？

4 月 2 日，
天府绿道新地标：
自拍大熊猫。位于都江堰市仰天窝广场 摄影 王勤

“三城三都”建设
给成都带来什么？

4月7日，成都市“三城三都”
三年建设成效及2021年工作计划
新闻发布会召开。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自成都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成都扎
实推进《成都市建设“三城三都”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
各项工作任务，取得显著成效。

去年累计支持企业 172 户

成都市
“三城三都”
三年建设成效

产业能级大幅提升
其中，成都在产业能级方面
实现大幅提升，文创、旅游、体育、
餐饮、音乐、会展6大产业的快速
发展，成为了助推城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在2020年，成都实现
文 创 产 业 增 加 值 1805.9 亿 元 ；
2020年虽受新冠疫情影响，仍实
现旅游总收入3005.18亿元、接待
游客2.04亿人次。并且，2021年春
节黄金周成都接待游客人次、旅
游 收 入 实 现 全 国“ 双 第 一 ”；
2020年，成都体育产业总产值突
破800亿元，较2017年增长43.4%；
餐饮业销售收入1124亿元，位居
全国前四……

金融支持是产业发展的源
头活水，而对于文创企业普遍
面临的融资瓶颈问题，成都有
哪些金融措施“对症下药”？4月
7日，记者从成都市“三城三都”
三年建设成效及2021年工作计
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成
都已构建起以“债权融资+股权

投资+路演孵化+金融科技”四
大路径为支撑的成都文创金融
生态圈。
其中，在债权融资领域，成
都充分利用总额1亿元的市级
文创企业债权融资风险补偿资
金池，
“ 文创通”贷款产品单户
授 信 额 度 从 1000 万 元 提 升 至

2000万元，贷款利息补贴比例
由40%提升至70%，补贴后企业
实际融资成本不超过4%，最低
可至1.17%。2020年，成都累计
支 持 企 业 172 户 ，授 信 额 度 超
10.7亿元，首贷比例超过30%，
稳定工作岗位8300余个，为企
业节约融资成本超3000万。

建设世界旅游名城 成都将持续打造
世界旅游名城建设三年以
来，成都文旅消费成为重要发
力点，获得了首批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示范城市等殊荣。那
么，今年成都将如何推进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2021年，成都将以

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为牵引，抓住
疫后旅游新趋势新需求，大力
发展城市休闲游和乡村度假
游。并不断丰富文物文博游、书
店茶肆游、艺术赏鉴游、运动康
体游、美食品鉴游、时尚购物游

等城市融合业态。同时，成都还
将持续打造文旅新场景新业
态，依托街区、社区、绿道推出
100个彰显文化之韵、富含烟火
之气的“最成都·生活美学新场
景”
，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

建设世界赛事名城 全球排名从第89位跃居第28位
力争每年办赛50项以上

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离不开
重大赛事的支撑。
“ 十四五”期
间世界赛事名城建设方面又有
怎样的谋划和目标？记者从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成都已
获得 6 个国际体育组织授予的
“黄金主办城市”
“ 卓越贡献城
市 ”等 多 项 荣 誉 ，2019 年
SPORTCAL 全 球 赛 事 影 响 力

同时，
众多重大地标实现加速
呈现。目前，瞪羚谷数字文创产业
社区、
融创文旅城、
高新体育中心、
天府沸腾小镇、成都城市音乐厅、
露天音乐公园、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
等重大地标设施建成并投用。
天府
艺术公园、成都自然博物馆、熊猫
古镇·理想新城、中旅熊猫免税度
假区、东安湖体育公园、凤凰山体
育公园、天府奥体公园、川菜国际
小镇、金沙演艺综合体、
“ 一带一
路”国际艺术中心、天府农业博览
园主展馆等正加快建设。

城市榜单排名由第 89 位跃居至
第 28 位，进入全国前三，2020 年
《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分析报
告》国际体育赛事指数排名全
国第二。除了将举办多项已申
办成功的重大国际赛事外，成
都还将创新举办中国·龙泉山
CHINA100山地越野赛、中国·
成都公园城市户外运动嘉年华

等多项自主品牌赛事。
“十四五”期间，成都还将
力争每年举办国际和全国赛事
50项以上，高质量建成“15分钟
健身圈”，本市运动员对国际大
赛的国家贡献率稳步提高，体
育产业总规模超过1500亿元，
全球赛事影响力城市排名有新
突破。

建设国际美食之都 去年餐饮收入1124亿元

餐饮业规模全国排名前四

作为亚洲首个世界
“美食之
都”
，
成都在美食之都建设过程中
取得了哪些成效？
记者从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
与其他美食之都城
市相比，
成都在推进美食文化、
餐
饮产业发展方面，
主要在美食文
化引领、
美食产业生态圈、
高品质
宜居宜业方面取得成效。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

在美食产业生态圈方面，
成都积极融入全球供应网络，
在海外设立 5 个“成都川菜海外
推广中心”和 2 个“郫县豆瓣·川
菜原辅料推广中心”。全市 50 余
家知名川菜企业在 20 余个国家
和地区开设门店 100 余家。
据了解，餐饮业作为成都

的传统优势产业，在 2020 年遭
遇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下，
依然实现餐饮收入 1124 亿元，
餐饮业规模在全国排名前四。
餐饮业更是成为了投资创业的
重要领域，成都 10 余万家餐饮
企业和餐饮店，创造了上百万
就业岗位。

露天音乐公园室内音乐厅

建设国际音乐之都 预计年内建成
近年来，
随着成都国际音乐
之都建设的推进，可以明显感受
到的是，
成都城市音乐文化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都得到了提升。
未
来，
成都围绕国际音乐之都建设，
在一流院团打造、
音乐品牌培育、
演艺设施建设等方面将有哪些重
点规划和举措？
记者从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
成都将加快打造一流

表演团队，
重点推进成都交响乐
团发展，
借鉴国内一流交响乐团
运营机制，培养和引进演奏、演
唱、
运营等方面重量级艺术人才，
组建一支三管编制（120名规模以
上）的大中型专业交响乐团。
同时，在演艺载体规划建
设方面，随着城市音乐厅、四川
大剧院、露天音乐公园等现代

化演艺设施建成投用，成都演
艺设施数量将步入全国前列。
目前，白鹿钻石音乐厅、东来印
象大剧院、露天音乐公园室内
音乐厅等项目预计年内建成，
金沙演艺综合体、成都中演华
天艺术中心、大运会文化产业
发展剧院、一带一路国际艺术
中心等设施项目正加紧建设。

建设国际会展之都 新增场馆约 20 万平方米

三年举办重大展会 2437 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制图 李开红

4月7日，全国糖酒会的顺
利举办，离不开成都建设国际
会展之都取得成效的支撑。记
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近年
来，成都建成了天府国际会议
中心、淮州国际会展中心、融创
国际会议中心等会展场馆约20
万平方米，投运高端会议型酒
店39个。并率先出台《成都产业
生态圈人才计划实施办法》，每
年遴选10名会展领军人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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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获得30万元资金补助。
据了解，
在成都推进国际会
展之都建设期间，
三年累计举办
了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国家会展
业圆桌会等重大展会2437场。
并
在国际组织合作方面，
成立了全
球首个“ICCA国际会议研究及
培训中心（CIMERT）”，举办首
个国际会议业CEO峰会，
首次发
布国际会议目的地竞争力指数。

“‘十四五’期间，成都将依
托成渝会展经济集聚区，
打造与
成德眉资共建共享的会展平台，
举办更多知名展会活动。”发布
会现场，
据成都市博览局副局长
苏洪介绍，
未来成都将构建错位
发展、功能互补的会展产业生
态，
并进一步提升专业场馆的国
家主场外交承载力，
招引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
影响力的会展企
业和顶级展会。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在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师、董事
总经理王汉锋看来，
要实现经济稳定
高质量增长，
内循环是重点。
随着新
冠疫苗落地，
全球经济呈现出了“错
位复苏”的特点。王汉锋表示，中国
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已上升至
15%~20%，
人均GDP也已接近全球平
均水平，
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增长
需要紧抓内循环，
促进消费升级。
王汉锋认为，促进消费升级的
根本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老
百姓收入增长了，消费市场自然也
就扩大了。那又该如何提高人民的
收入水平？——产业升级，
是王汉锋
给出的方向。
“如果老百姓都从事着
低级工作，
收入水平就不可能提高，
只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多的人
转入具有高附加值的生产工作中
时，整体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在
王汉锋看来，
产业要不断升级，
消费
才有希望，
而产业升级靠的是创新。

加大科技投入 打通产业链

100 个生活美学新场景

重大地标加速呈现

在城市品质提升方面，2020
年，成都文创园区面积达844万
㎡，文创街区194条、文创镇（村）
55个、文创空间1897个。全市4A
及以上景区达50家，国际品牌酒
店75家，旅游民宿超过4300家，都
江堰市、崇州市、锦江区获评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都江堰天府青
城康养休闲旅游度假区获批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战旗村、明月村等
9个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青羊区、都江堰市、武侯区被命名
为“天府旅游名县”
。
在消费场景方面，成都打造
了
“文商旅体会”
融合消费新场景，
推出数字文创、特色民宿、绿道健
身、
美食首店、
时尚演艺、
云端展会
等消费新业态。
全市博物馆数量达
159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110家，
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及质量均居全
国第一；
实体书店和阅读空间超过
3600家，居全国第一。打造了首批
100个体育消费新场景，
培育
“天府
绿道健康行”
和
“社区运动节”
两大
全民健身品牌，
全市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突破700万，体育人口
比例提升至48.6％。
此外，成都还成功申办成都
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2022年射击世界杯、2022年
世乒赛、2023年足球亚洲杯、2024
年羽毛球汤尤杯、2025年世运会
等高端国际赛事，高质量举办世
警会、国际铁人三项世界杯等重
大赛事，成都马拉松获评“世界田
联精英标牌”
赛事。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动能”

建设世界文创名城 解决文创企业融资瓶颈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
新闻发布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我国经济复苏发展的关键节
点。
随着消费市场回暖，
大食品工业
对国内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愈发显
著，
如何进一步拉动内循环，
促进行
业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这也
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中国食品和酒
类行业的首个综合大展——第104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要解答的一
道必答题。4月7日下午，
以
“促循环、
开新局”
为主题，
第104届全国糖酒会
主论坛的主旨清晰可见。
现场汇聚了
国家行业协会，
科研院校、
金融机构、
知名企业、
重要经销商伙伴和重要的
客商代表等众多的实力翘楚共聚一
堂，
盘点行业关键数据，
研判行业未
来走势，
共同为食品酒类行业的“十
四五”
发展把脉问诊，
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献计献策。

“今年1到2月，我国食品工业生
产、
利润、
出口都保持稳定增长，
食品
工业整体呈现稳定运行的态势。
”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中轻食品
工业管理中心主任于学军表示。
于学
军认为，
随着经济的好转，
居民收入
提高，
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
作为刚
需产品的农副食品将维持一定的增
长。
但从总体来看，食品工业的利润
增长仍会受到原材料等各方面带来
的压力。因此，于学军预测2021年食
品工业的营业收入增速在5%以上，
利润增速7%以上，尽管1、2月份增
速较高但会逐渐趋于平淡，整体保
持低速增长的状态。
在新发展格局下，未来食品工
业又该如何发展？
“食品企业要在研
发、技改上投入得更多，
而且要利用
好研发经费进行技术改造、绿色发
展、智能发展，
突破一些
‘卡脖子’
技
术难点，打通产业链。”于学军如此
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实习生 李佳宁

紧接 01 版 希望德方保持开放，为
两国企业扩大互利合作创造更多便
利。双方应以明年中德建交 50 周年
和北京冬奥会为契机，
推进科技、教
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交流。
习近平强调，
当前，
中欧关系面
临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各种挑
战。
关键是要从战略高度牢牢把握中
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
相互尊
重，
排除干扰。
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
遇，
希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
真
正实现战略自主。
中方愿同欧方一道
努力，
协商办好下阶段一系列重要政
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
强沟通，
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病
救人的，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化或
搞“疫苗民族主义”，愿同德方在内
的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苗公平合
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
家获取疫苗，为人类共同早日战胜
疫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
欧方在对外关系方
面坚持自主。
当今世界面临很多问题
和挑战，
更加需要德中、欧中合作应
对。
欧中加强对话合作，
不仅符合双
方利益，
也对世界有利，
德方愿为此
发挥积极作用。
德方重视中国“十四
五”
规划，
期待这将为德中、
欧中合作
带来新的重要机遇。
德方愿同中方一
道筹备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商，
尽快
恢复人员往来，
加强抗疫、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
希望就
疫苗公平分配、
相互认证等问题同中
方保持沟通。
德方愿为昆明生物多样
性大会取得成功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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