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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搭建中小企业数字
化交流、转型平台，红星
资本局联合电子科大国
家大学科技园共同主办
的“怡心湖论坛·中国
（西部）数字经济大会”
即将拉开帷幕。本次活
动将以“数字驱动创新
共促经济转型”为主题，
深入交流数字经济发展
机遇与挑战，共谋数字
化转型发展之路，碰撞
数字经济产业生态更多
可能性。

日前，《四川省“十四
五”数字经济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发布，《规
划》对四川的数字经济发
展作出了展望。作为专家
学者之一，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原副院长、省委省政
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盛毅，也曾参与《规划》的
讨论。12月6日，盛毅接受
红星资本局专访，就四川
发展数字经济谈了谈他
的看法。

四川数字经济
蕴含广阔机遇

《规划》指出，到2025
年，四川省数字经济总量
将超3万亿元，占GDP比
重达到43%，初步建成全
国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

“实际上，我们对数字经
济定的目标是高于全国
水平的。”在盛毅看来，四
川出台这样一个规划，有
长远战略意义。对于四川
来说，数字经济蕴含广阔
机遇，既有数字技术本身
的机遇，也有数字化赋能
其他行业带来的机遇。

四川发展数字经济
有哪些优势？盛毅提到三
点：基础、技术、市场。四
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明 确 提 出 了 大 力 发 展

“5+1”现代产业体系，其
中“1”就是数字经济。盛
毅认为，如今数字经济已
是四川重点发展的产业。

“数字经济概念宽泛，以
四川支柱产业之一的电
子信息产业为例，相关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
川电子信息产业营收额
达6481.5亿元，在四川省
五大支柱产业中稳居首

位，增速达23.4%。”
盛毅认为，四川电子

信息产业在2019年营业
收入中，就已经突破了万
亿，如今正朝着第二个“万
亿”台阶迈进。到2025年，
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万亿
元 ，年 平 均 增 速 大 于
12%，总量跻身全国电子
信息产业前列。

当前，四川省已形成
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与数字视听、终端制造环
节、软件研发、移动互联网
应用等较为完整的电子
信息产业体系。“这样的背
景下，四川也汇集了像长
虹、英特尔、京东方等优秀
的代表企业。”

很多细分行业
可进行数字化升级

在盛毅看来，数字经
济还肩负了赋能其他行
业的使命，如对传统制造
业升级改造的功能。同
时，“四川各大产业门类
多、规模大，正好有改造
升级的用武之地。我们已
经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
时代。受数字经济冲击，
不少传统行业的生产方
式在发展改变。就零售行
业来看，数据显示，中国
电商占比超50％，也就是
说，国内目前大部分交易
都在线上进行。”

盛毅提到，包括传统
的教育、医疗等行业，如
今已成为数字医疗、数字
教育……数字化占比在
各个领域逐渐凸显，此
外，四川是人口大省、消
费大省，四川的产业门类
多，还有很多细分的行业
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升级。

除了传统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新兴产业也在
贡献创新的力量。盛毅认
为，四川应该抓住数字化
转型的机遇，加快培育新
兴产业发展。

“数字经济本身发展
很快，模式、技术都在不
断产生新的趋势，未来会
催生越来越多的新产业
新业态。政府方面要及时
给予政策支持，鼓励数字
经济的企业去创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申梦芸

四川发展数字经济
有基础、技术、市场

三大优势
怡心湖论坛·中国（西部）数字经济大会即将举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盛毅：

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加速了第四极的
发展。

尤其是，随着新一轮城镇化释放，
成渝两地及中间城市的地理区位、离
散程度及其与主要交通枢纽、商圈的
直线距离、通勤距离将发生变化，特别
是成都以东、重庆以西方向的原卫星
区域或城市。

这一变化或将引导仓储物流投资者
重新审视布局，这是因为，需求端的这一
变化亦考验着开发商在成渝两地的高标
仓市场份额和布局网络的合理性。报告
指出，目前，普洛斯是成渝高标仓储市场
份额最大的开发商，占比21.7%。

王蒙豪还提到一个细节：投资者们
正在以“圈”为视角，将效率敏感的货品
仓储于传统高标仓园区，而将效率不敏
感的货品仓储于中间城市的卫星仓等。

比如，生鲜食品、电商等效率敏感
的仓储主要布局在离市场较近的地
方，而电器、家具等效率不那么敏感的
货品，则主要仓储于中间城市的卫星

仓等，例如简阳、璧山等区域。报告提
到，这一现象已于2021 年初现——个
别生鲜电商租户将西部配送中心在成
渝两地间重新配置，以更优辐射“圈”
需求。

又比如，报告中提出了“核心园
区”的概念。随着成渝高标仓供应的
逐年放缓，加之租户对临近终端市
场、交通设施、制造商等的区位价值
愈发看重，未来核心园区的价值将愈
发凸显。

谢凌指出，得益于成渝经济圈城
镇化加速和产业升级，成渝仓储物流
市场或将涌现新的核心园区，如东部
新区和汽车制造集聚区的成都龙泉园
区；而在重庆铁路物流基地，其得益于
地理优势、供货链聚集等因素，对生鲜
电商、城配租户的吸引不断提升。

“未来，开发商应更加关注成渝两
地极具潜力的园区或中间城市的投资
机会，以搭建更完善的‘成渝圈’仓储
网络。”谢凌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中老铁路（成渝-万象）国际货运班列开行

仓储物流“成渝圈”如何乘势而上？
12月3日，连接昆明和万象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被惠及的显然不仅

只有这两座城市。4日，中老铁路（成渝-万象）国际货运班列分别从成都国际
铁路港和重庆国际枢纽园区始发，途经云南，最快3天即到达老挝首都万象，
中国西部的对外通道网正越来越密。

但问题随之而来：货从哪里来？是否能撑起如此庞大的通道体系？
仓储物流或许是最好的观察窗口。世邦魏理仕日前发布的《转折之机：中国

西部仓储物流市场新常态》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测，到2021年末，成渝高
标仓（高标准仓储设施）存量预计将达到975万平方米，占比全国18%。而过去
5年里，成渝高标仓净吸纳量一直领先全国，到2021年末预计占比全国26%，
较2015年显著上升13个百分点。

这也意味着，在仓储物流领域，一个新的“成渝圈”格局正在出现。

根据报告，到 2021 年末成渝高
标仓净吸纳量预计将占全国 26%，
高标仓存量预计将占全国 18%。净
吸纳量背后是市场需求，而仓库存
量代表区域市场规模，世邦魏理仕
西南区董事总经理谢凌解读称，这
意味着成渝在仓储物流领域的地位
正稳步提升。

提升背后，与基建和消费基础关
系密切。

报告提到了一个细节：过去三
年，成都仓储物流市场的需求为消费
主导型市场，而在重庆，随着电商需
求自2020年起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呈
制造和消费型的双轮驱动。

在谢凌看来，这是因为与其他三
大城市群相比，成渝经济发展能级具
备持续提升的潜力，尤其在新一轮城
镇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导入
等方面，将显著加大区域虹吸效应，
继而吸引人口加速聚集，为仓储需求
提供强劲的内生动力。

其中，挖掘和培育成渝地区的节

点城市是填补城市群发展凹陷的关
键，这也将加速成渝基础产业、产业
协作等互通互联。

比如在制造业方面，《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要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世邦魏理仕西南区产业地产
部负责人王蒙豪指出，制造业仓储需
求方兴未艾，2021年前三季度成渝制
造业需求爆发，同比增长 170.6%，其
中汽车及零部件租户最为活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陆开
放让成渝仓储面向的不仅是西部，而
是更大的市场。

“特别是在稳定中国与东盟供应
链、产业链上，成渝迎来战略机遇。”
谢凌提到，随着即将生效的RCEP，以
及东盟历史性首超欧盟成为中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等时代机遇，未来由成
渝主导的陆海新通道将在中国对东
盟经贸往来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对外贸易开启新篇章，将支撑仓储
物流市场提速发展”。

制造业“爆发”背后的新需求 仓储网络的“成渝圈”正显现

《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邀请追
求品质生活、懂得且享受高端旅行方式、
有 独 到 见 解 的 旅 行 专 家 ，与《悦 游
Condé Nast Traveler》编辑部一起，推选
最钟爱的酒店、航空公司、邮轮、目的地。
这样经由多方意见及评选结果产生的“金
榜Gold List”，代表着客观的品质之选，被
全球旅行消费者视为“黄金标准”。

这条为旅行爱好者甄选的最优路线
指向了成都。2021“悦游金榜”，成都获得

“活力城市突破奖”。
《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评价

说：“近年来，成都不断焕发出强大的更新
力，凭借城市生活美学和宜居的环境成为

首屈一指的活力之都。从雨后春笋般绽放
的美术馆、艺术改造空间，到融入社区的
生活美学店铺，这里的阳春白雪总能鲜活
地融入日常。涂鸦和红砖灰墙相生相伴，
缩进街巷和居民楼的咖啡厅、古着店、书
店为城市增添色彩，与此同时，大片绿道、
公园、湿地填充着城市的新纹理。新与旧
咬合依存，老市井气保有力道，新的生活
方式蓬勃生长，成都正在为未来的宜居活
力都市提供一个新范本。”

《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全媒
体副总监、中国版主编王绍式表示，在
成都，街边喝茶、吃火锅、打麻将的传统
娱乐依旧巴适，但它不妨碍这座城市接

纳并发展更多新奇的娱乐体验，找到属
于成都的表达方式。比如，科技赋能的
沉浸式剧本杀与成都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古建中还原往日十二月市的繁华盛
景；重回汉唐的精致汉服体验也自然地
融入城市的街头巷尾；时尚潮流席卷各
大商圈，不仅顶级奢侈品大牌落户展出
秀场新品，而且巷子里的小店贩售代表
本土时尚表达的潮流单品……“成都自
成一派的文化持久地发挥影响力，新与
旧、外来与本土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
己的土壤并和谐共存，在保持生活烟火
气和幸福感的同时，也让城市生活充满
生机与活力。”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
出，要深化法治领域改
革，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
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
个目标，深化司法体制综
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设公
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要健全社会公
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健
全执法权、司法权、监察
权运行机制，健全权力制
约和监督。要加快构建系
统完备、规范高效的执法
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加强
对立法权、执法权、监察
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
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
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
机制。要完善法治人才培
养体系，加快发展律师、
公证、司法鉴定、仲裁、调
解等法律服务队伍，深化
执法司法人员管理体制
改革，着力建设一支忠于
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
治工作队伍。要深化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继续依法
打击执法司法领域腐败，
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
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
法，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
的法律体系建设。要把拓
展执法司法合作纳入双

边多边关系建设的重要
议题，提升涉外执法司法
效能，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
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加
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建设。要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思想落实到各
法学学科的教材编写和
教学工作中，努力培养造
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信
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
法学根底的法治人才。要
加强对律师队伍的政治
引领，教育引导广大律师
自觉遵守拥护中国共产
党领导、拥护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等从业基本要求，
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好律师。要把推进全民守
法作为基础工程，推动各
级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引导广大群
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要总结我
国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
实践的经验，阐发我国优
秀传统法治文化，讲好中
国法治故事。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
委要担负好主体责任，聚
焦 重 大 部 署 、重 要 任
务、重点工作，加强组
织 领 导 ，主 动 担 当 作
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各条战线各个部门
要齐抓共管、压实责任、
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法治
化水平。

以宜居宜业、守正创新登上悦游金榜

成都获“活力城市突破奖”

活动上，金榜评委、行业翘楚、获奖代
表、明星等相聚一堂，段奕宏、张嘉倪、周
笔畅、纪凌尘、赖冠霖、檀健次、王以太、X
玖少年团赵磊等也纷纷化身“资深旅行
家”，与大家一起交流旅行感悟，分享生活
方式。

段奕宏说，成都的美在于云卷云舒的
从容与温和，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走了
还想回来的城市。周笔畅则表示，成都是
一座很舒适的城市，成都人也很会生活。

过去几年，有许多明星在旅拍途中探
访成都。演员赵又廷表示，成都是多元的，
既有耀眼摩登，也有朴素日常，并且，作为
一位书迷的他表示：“我听说茶馆最多、咖
啡店最多、书店最多的城市都是成都，就

觉得成都人还挺幸福的。”
成都连续12年位居“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首，成都人的生活充满市井气息
又优雅自洽，既能享受休闲城市的慢生
活，又具有现代都市的快节奏。在一座创
新开放、活力四射的城市，美好与幸福时
时刻刻都在发生。

疫情虽然限制了人们自由地环游世
界 ，却 无 法 阻 碍《悦 游 Condé Nast
Traveler》与世人共同探寻旅行真谛的初
心。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将留给全
球各地沿着“悦游金榜”的路线前来成都
的旅行者们回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图据主办方

■ 12月7日，以“对话·
无界风光”为主题的“悦游金
榜”颁奖活动在成都都江堰
举行，业内人士与明星大咖
齐聚一堂，在千年传统与活
力精神的碰撞中构建艺术与
生活的对话。

■ 活 动 上 ，《悦 游
Condé Nast Travel-
er》2021“悦游金榜”全域发
布，成都以其宜居宜业、守正
创新成为“悦游金榜”上榜的
活力城市，获得“活力城市突
破奖”。

听听明星聊成都
“成都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回来”

听听《悦游》说成都
“老市井气保有力道，新的生活方式蓬勃生长”

颁奖活动现场，成都获得“活力城市突破奖”

赵又廷在成都拍摄杂志图片，体验
成都生活方式

4日，中老铁路（成渝-万象）国际货运班列从成都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