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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市商务局：

把成渝一小时经济圈
打造为一小时消费圈

成渝共建国际消费目的地城市框架协议即将签署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报道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明
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省委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
略、鲜明突出成都主干地位，赋予成都做强主干极核的时代使命。担当新使命、砥砺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区域发展大局，更好适应超大城市
转型发展和现代治理新要求，更好回应市民美好生活向往，形成坚强的政治保障、
思想保障、队伍保障、作风保障，是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 双城经济圈的新定
位是“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
国际消费目的地”。关键词有
两个，“巴蜀特色”和“国际消
费目的地”。

■ 成渝要注重场景建
设，特别是商圈的互动建
设，实现重要促消费活动、
国际展会活动，两城共办、
轮流举办等多种方式，放大
成渝消费目的地IP的影响
力，把成渝一小时经济圈打
造为一小时消费圈，打造成
区域型品牌

■ 国际消费目的地的
目标，最终要靠一个个项
目、一条条特色街区、一个
个商圈，以及一个个国际供
应链龙头企业，在成渝两地
两核形成集聚，形成强大功
能，惠及西部地区人民生活
品质的提升

2022 年 1 月 1 日 RCEP
正式生效，东盟进出口市场
将持续扩大。正在高水平推
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成
都，将如何抢抓机遇、勾画蓝
图？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十
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上提出，成都将持续扩大对
外开放，加快建设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

双流区委书记鲜荣生在
全会分组讨论时表示，双流
将协同深化南向开放，打造

“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优
势品牌。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凝聚强大合
力，切实增强城市功能。

箭已开弓。今年 9 月 27
日，年作业能力300万吨的成
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正
式首发，开通了经磨憨至万象
通达曼谷、仰光等东南亚腹
地，经钦州港海铁联运辐射东

南亚、泛亚地区等5条战略通
道。鲜荣生表示，双流区打造

“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优
势品牌将抓准三个关键词。

一是“打通”，用好“空
港+自贸+综保”优势，主动
携手青白江、东部新区，激活
空铁国际联运港效应，联动
提升成都对外开放能级；

二是“做强”，为服务综保
区企业发展，双流区将稳定开
行经钦州、磨憨、凭祥港等辐
射东盟和泛亚的南向国际班
列通道，力促2022年开行300
列、增加外贸100亿元；

三是“联动”，双流区的空
铁国际联运港将联手中国东
盟中心、东航集团，培育东盟
贸易展销、文旅会展等业态，
力争打造比肩欧洲中心的贸
易投资平台和集成转化高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暨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推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成都都市圈建设。
而在日前公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双城经
济圈的一个新定位是“打造富有巴蜀特
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目前，我们已与重庆市商务委通过
多轮磋商，形成了明年具体实施的共建
项目。”全会分组讨论现场，成都市商务
局局长张金泉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采访时透露，有关共建国际消费
目的地城市的框架协议和明年的工作安
排，双方商务主管部门近期将会正式签
署并且组织实施。

要多做“1+1>2”的工作
使成渝作为消费创新的策源地

眼下，双城经济圈的新定位是“打
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关键词有两个，“巴蜀特色”和“国际消
费目的地”。

前者意在强调地方特色。记者注意
到，《纲要》中多次出现“品牌”二字，比如
促进经典川菜、盖碗茶、重庆火锅等餐饮
产品品牌化，又比如支持重庆、成都塑造
城市特色消费品牌。

在张金泉看来，实现上述定位的关
键是“两城的互动”。

他表示，当前要把具有成渝双城特点
的消费场景实现优势互补、功能错位、整体

推广、整体成势，关键是要多做“1+1>2”的
工作，把两个极核城市的商业功能、服务功
能做得更强。从全省来讲，要加快实现“一
干多支，五区协同”战略，从更大层面来看，
要使成渝作为消费创新的策源地。

如何合作？在张金泉看来，成渝产
业结构各有优势，同时周边市场还具有
广阔的腹地市场，对扩大内需，实现国
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意义
十分重要。

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将成为成渝合
作的关键词。张金泉提到，成渝要注重
场景建设，特别是商圈的互动建设，实
现重要促消费活动、国际展会活动，两
城共办、轮流举办等多种方式，放大成
渝消费目的地IP的影响力，把成渝一小
时经济圈打造为一小时消费圈，打造成
区域型品牌。

“下一步，要把川货出川、出国，以
及重庆优势产品在全球供应链的建设
结合起来。”他透露，一方面要实现在海
外仓的资源共享，同时，在班列的国际
营销和推广方面成渝也要积极共享，加
强多边和双边合作。眼下，成渝还要抓
住 RCEP 即将正式生效的窗口期，做好
向东南亚地区为主导的扩大进口工作。

在他看来，国际消费目的地的目标，
最终要靠一个个项目、一条条特色街区、
一个个商圈，以及一个个国际供应链龙
头企业，在成渝两地两核形成集聚，形成
强大功能，惠及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品质
的提升。

成都将集聚一批在全球全国具有
运筹能力的跨国公司

2022年，成都市商务系统还将按照
中央省委和市委全会及经济工作会议的
系列部署，把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

张金泉透露了几项重点工作：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积极开展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试点，加强社区生活
配套服务并丰富业态，培育一批生活服
务品牌企业，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
生活水平。

他表示，成都将发动企业开展形式多
样的促消费活动，积极融入到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共同打造国际消费目的
地。具体而言，2022年，成都将积极开展商
贸服务业的建圈强链，核心要打造一批世
界级、城市级、区域级的商圈，以及高品质
步行街区，积极巩固畅通国际供应链，发
展总部经济，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和国内资
源配置能力的总部企业。同时，成都还将
加大项目供应招引的攻坚行动，集聚一批
在全球和全国具有运筹能力的跨国公司，
并充分用好国内大市场优势，进一步做强
成都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的地位。

发展服务性消费也将是2022年的重
点任务之一。成都将通过社区商业发展、
城市商圈建设，扩大优势企业、优质品牌
的消费供给，让城乡居民拥有更大的选择
面、选择权，享受更多高品质的消费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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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市杨柳文化制品发展公
司 （注册号：20208704-4）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遗失作废。
●四川大西南市场信息咨询服
务中心（注册号28983706-2）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遗失作废
●孙文华二级演员资格证遗失
●成都柒久达科技有限公司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85128
858）遗失作废。
●成都仁和后花园置业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605
14113）遗失作废。
●成都新明丽运输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5540250， 财务
专用章编号 5101075540251均
遗失作废。
●高新区橘子轻餐馆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0MA
6AEL3XX3正本食品经营许可证J
Y25101090320193正本遗失作废
●成都晶天利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1TEDQ0A， 公章
编号5101095202185均遗失作废

寻人启事
康立新， 男，41岁， 身份证号：
510113198004246811， 身 高
173cm左右， 成都市青白江区
姚渡镇马坪村20组村民（原青
白江区祥福镇上元村4组），
因你外出多年无法取得联系，
现因您母亲疾病、 兄弟的后事
及房屋拆迁事宜需你出面协商
处理， 见报之日起， 请你须在
10日内回家处置， 联系电话02
8-83637987，18980566038。
成都市青白江区姚渡镇马坪村

2021年12月28日
●成都晶天利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1TEDQ0A， 公
章 编 号 ：5101095202185， 均
遗失作废。
●成都金龙宏宇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贾军法人章 (编号510107
5302085)发票专用章(编号510
1075302084), 财务专用章 (编
号5101075302083), 公章 (编号
5101075302082)均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彭州市冬阳花木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510182553556471N， 注册号
510182NA001251X）经全体成员
决议决定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
内申报相关债权债务。
●成都福上劳务服务有限公
司， 公章编号5101008704955，
损坏作废。
●成都精创锐教育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
5229255遗失作废。
●成都盛合广告有限公司 ,谭
贵君法人章编号51012499038
41遗失作废。
●成都永邦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04185
8801,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春熙支行,账号44
0220900906625148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温江区春芽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23MA6BG4HK83）拟停
止办学并注销办学许可证（教
民151011570003219号） 请学校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6个月内到四川省成都
市温江区涌泉街办清泉南街39
号1栋3层向本学校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逾期未办理将按照
相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光诺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账号：22838101
040011896， 开户银行： 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县
支行， 核准号J6510017992102，
遗失作废。
●四川省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医药分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
01050019591， 姚静法人章编
号5101008763066均遗失作废

●四 川 众
邦邦 森 家
具有 限 公
司公章（编
号：5101095238955）遗失作废。
●四川铮诚鸿海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发票章（编号：5101
00876629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上午阳光餐饮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510100921252
0）、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杨大明（身份证号5134
26199611075634）， 不慎遗失
龙腾御锦湾项目 16-5-1110号
房，收据1份，收据编号为LQ024
753，其金额9262元；此1份收据
原件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一战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5MA6AEQ4851
）、公章（编号：5101055231451）
遗失作废。

●四川铭华雄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吴红梅原法人章编号5101
055331592， 发票专用章编号5
101055331591， 财务专用章编
号 5101055331590， 公章编号
5101055331589，均遗失作废。
●成都云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
MA64G5U037） 营业执照正副
本 、公章（编号：510108532434
1） 财务章 （编号：510108532
4342） 发票专用章（编号：51
01085324345） 何德勤法人章
（5101085324348）均遗失作废
●四川瑞诚富冠劳务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B3N5F12】 正副本
、 公章 (编号5101040158861)遗
失，现登报声明作废。

●成都云慧智生科
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
号：5101160068765遗
失作废。
●中科科建建设有
限公司遗失 财务章
和法人章（冉旭）各
一 枚，声明作废。
●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道路
运输管理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Z6510001440601，编号：651
0-00390366，开户行:工行成都
高新天府大道支行，账号44022
39229000000749)遗失作废
●成都泰逸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人黄辉法人章（编号：51
01069926987） 印章销毁证（
成公金治第0152772号） 原件
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四川乐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
MA62L42403） 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金， 由原人民币1000万元
减至人民币30万元， 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四川乐诺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关于申报债权的公告
自本公告之日起20日内，

请债权人易顺林先生提供相关
合法合规的法律证明材料，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杨必强，13541306949
越西县恩波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四川睿晨曦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55065689遗失
作废。

为您服务 8678415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代办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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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十次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
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为引领优化空间产业交
通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

“《决定》将数字赋能提
升传统产业作为重点任务之
一，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赋
予了更重要的任务。”成都市
新经济委党组书记卢铁城表
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必须
在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智
慧蓉城、提升区域协同、服务
双循环格局、推进实现“双
碳”目标中发挥关键作用。

卢铁城提到，下一步，成
都市新经济委将探索构建数
字城市经济体系，围绕智慧
蓉城建设，推动新经济赛道
落地布局，并完善全周期场
景孵化，持续举办“双千”发
布会，促进新技术、新产品、
新模式加快转化和应用。

他还特别提到了通过新
经济企业梯度培育，推进招
商引智行动，助力新经济市
场主体加快发展壮大。同时，

通过实施“建圈强链”行动，
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圈建设，提升新
经济空间载体承载能力。

在卢铁城看来，以全会
《决定》为契机，成都可聚焦降
碳减碳的关键措施环节，大力
推动空间、产业、交通、能源等
领域各部门间政务数据开放
共享，推动“双碳”计划与数字
经济发展双向赋能。

同时，以建设全国领先的
数字技术创新中心和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数字应用高地为
目标，系统构建涵盖数字基
建、数据融通、技术创新、产业
聚焦、区域协同、城市治理、监
管规范、发展保障等领域的城
市数字经济体系，为建设践行
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提供强力基础支撑。

卢铁城还建议制定出台
《成都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赛
道的实施意见》，“这将帮助
成都明晰优势赛道、基础赛
道和未来赛道体系，服务建
圈强链工作”。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双流区：
协同深化南向开放
打造“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优势品牌

市新经济委：
围绕智慧蓉城建设
推动新经济赛道落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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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陈敬在会议分组讨论现场透
露，成都将大力推进快递“下
乡”，引导邮政、快递、交通、
供销、商贸等领域资源整合，
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也就是乡村三级快递物
流体系，纳入公共服务基础
设施配置标准，畅通城乡流
通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近期，我国今年第1000亿
个快递出炉，寄出地恰好来自
成都都市圈。成都市邮政管理
局数据显示，2020年10月至今
年9月，成都“快递+”柑橘项目
寄递业务量达到5335.1万件，
猕猴桃项目业务量1500.1万
件，水蜜桃项目业务量208万
件，“川茶”业务量810.2万件。

陈敬表示，将紧紧围绕
产业“建圈强链”，大力推进
快递进厂、进村、出海。聚焦
稳链补链强链延链，培育先
进生产性快递物流服务业，
打造快递物流千亿级产业集
群，助力“六稳”“六保”。推动
中欧班列运输邮件快件，加
快发展航空快递。

陈敬强调，成都要紧紧围
绕“双城记”“都市圈”，做强邮
政快递枢纽，依托大通道打造
大枢纽，推动中欧班列运邮快
件常态化，着力发展“枢纽+
关联产业”快递经济区，打造
区域性国际枢纽和全国性枢
纽“两个邮政快递枢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市邮政管理局：
发展“枢纽+关联产业”快递经济区
打造“两个邮政快递枢纽”

天府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