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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拨打热线86613333-1
2、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在相关报道

后留言
3、关注“028报道”微信公众号，在相

关报道后留言
“028报道”微信公众号作为“寻找成

都产业担当”活动的唯一投票平台，将在
推荐结束后接受公众投票，并结合专家、
行业人士意见，评选出“成都产业担当”，
并给出评选理由。

今日，推荐继续

成 都 产 业 担 当

产 业 经 济 地 理

未来成都的产业方向是什么？成都国
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发布的《成都市
产业发展白皮书》，专门开辟了成都市重
点产业导则章节，并细分为“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都市现代农
业”三个子项导则，囊括了电子信息、汽车
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金融等37
个重点行业，并分别从发展定位、发展目
标、发展重点、空间布局、发展引导五个维
度描绘了引导发展全景。

培育先进制造业新优势
力争到2022年

制造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

成都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增强西
部经济中心功能。力争到2022年制造业规模
突破2万亿元，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50%
以上，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市。

电子信息作为我市先进制造业的重点
行业，导则明确要打造全市首个万亿产业集
群，到2022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12000亿元，年均增速约16%，将重点发
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信息安全、软件产
业、智能终端、网络通信、应用电子、物联网。

成都汽车制造产业方面，将向新能
源、轻量化、智能和网联方向发展，建设中
国西部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和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汽车城。

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引擎
2022年初步建成

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

成都将完善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动
力机制转换和产业体系重构，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
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充
分发挥服务业引擎转型发展、支撑经济增
长的重要作用。2022年，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升至57%，初步
建成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

现代金融业方面，将不断增强“资本市
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资、新型金
融”五大核心功能，2017年将实现金融业增
加值1500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1.4%以上；2022年，金融业增加值达2500
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2%。

平台经济方面，2017年将培育和引进
10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2022年，将培育
和引进50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实现电子
商务平台企业交易规模占电子商务交易
规模的比重超过70%。

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
到2022年初步建成

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

成都将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深
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业
适度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2017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突破899亿元。到2022年，
初步建成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

都市休闲农业方面，将成都打造成世
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目的地，未来的成
都将“乡村田园秀丽、民俗风情多姿、生态
五彩斑斓、功能现代时尚”。

养老服务业方面，2022年，全市失能、
失智老人平均服务覆盖率达80%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在成都商报“寻找成都产业担当，重塑
产业经济地理”活动中，成都中心金融服务
集聚区、东大街金融服务集聚区、人民南路
文创金融集聚区以及天府金融小镇等也被
推选出来。

正因为有这么多承载大量金融机构和
金融实力的金融集聚区，才能共同支撑起
成都成为西部金融中心的坚固基石。它们，
堪称成都金融产业的有力担当。

成都中心金融服务集聚区
打造高端金融商务、金融国际合作、资

本要素市场三个高地

“我推荐位于青羊区的成都中心金融服
务集聚区。”成都银行总部就位于青羊区，副
行长黄建军坚定地推荐了这个集聚区。

成都中心金融服务集聚区定位为城市核
心级集聚区，重点打造高端金融商务、金融国
际合作、资本要素市场的高地，建成对接“一
带一路”、加强对外交往的成都会客厅。

按照规划，集聚区总面积3平方公里，
覆盖人民中路两侧区域，为全省首个省级
金融服务业集聚区，被《半月谈》评为全国
最佳金融生态环境示范区、最佳金融改革
创新示范区。

区域内目前集聚了成都银行、国金证
券等5家全国总部、省级法人机构70家、金
融商务机构1200家。

东大街金融服务集聚区
打造国内一流的开放性区域金融中心

东大街金融一条街，也是成都市老牌

金融聚集地。此次锦江区规划的东大街金
融服务业集聚区，位于东大街两侧区域，规
划面积1.55平方公里。

区域内拥有门类齐全的金融及衍生机
构429家。区域将通过构建“新型金融创新
高地、外资金融集聚高地、财富管理引领高
地、金融人才发展高地”四个高地，打造立
足全省、辐射西部、连接“一带一路”的国内
一流的开放性区域金融中心。

“我们将力争到2021年，锦江全区金融
业增加值突破360亿元，形成亮点特色，区
域性金融中心建设领先西部。”锦江区金融
工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武侯人民南路文创金融集聚区
到2021年全区金融业增加值230亿元以上

“我推荐武侯区人民南路文创金融集
聚区。”人南推进办工作人员刘丽姣说。目
前人民南路（武侯片区）已集聚213家各类
金融机构。

人民南路文创金融集聚区以人民南路
武侯段为主轴，以科华路、浆洗街为两翼，
北至锦江，南至成昆铁路，东至锦江高攀
段，西至一环路西一段，规划面积约15平方
公里。

武侯区希望通过金融机构、金融人才
的聚集发展，力争到2021年，实现全区金融
业增加值230亿元以上；区内企业在沪、深
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上市、挂牌达到60家以上，培育符合上市、
挂牌条件的后备企业达100家以上，直接融
资超过300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董馨

现代金融产业担当
助力成都西部金融中心功能

成都制度供给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落地上，
最难做的就是流程，资本市场是高端服务，要把
项目投入推下去、流程优化好，全市上下向同一
个目标推进。”

优化服务流程
“在创新要素供给方式中，政策的支持作用是非
常重要的”，地方政策的支持有利于经济发动机
的转移，从“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向“消费驱动创
新导向”转变。

政策支持作用
成都的GDP已经超过12000亿元，投资规模是非
常大的，目前正在向18000亿元增长，这就要求
必须创新要素供给方式，“要从传统的要素驱动
向新的要素驱动迈进”。

新的要素驱动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教授：

创新要素供给方式
成都面临千载难逢发展机遇

“对于成都来说，现在是一个千载
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做好要素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未来五年赶超香港也并
非难事。”在获悉成都日前召开的国家
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已提出将创新
要素供给方式，并即将出台“产业新政
50条”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
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教授表
示，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创
新要素供给方式，“成都的发展理念不
输任何地方，这些新政的大方向都是
非常好的，但还要看各级政府部门如
何有效落实，为项目落地优化好服务
流程，做好高端服务”。

曹和平说，在发展理念上，成都不输给
任何地方，“我觉得成都这些政策大的方向
都是非常好的”。他表示，目前，成都发展面
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要创新要素供给方
式，如果做好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大
有可为，“五年内GDP超越香港是不难的。”

他建议，成都制度供给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项目落地上，政府中层管理人员可能会
由于经验不够或者是理念不开放，不敢把利
益让给企业，造成落地慢、执行不下来，这方
面需要吸取教训，好机会来了，不能条条框
框，审查来审查去。其中，最难做的就是流程，
资本市场是高端服务，高端服务不是吃得最
好、喝得最好，而是把项目投入推下去、流程

优化好，全市上下向同一个目标推进。”
他认为，成都相比于全国其他城市，旅

游、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全国是最好的几个城
市之一，“这个是优势”，人口规模上也有优
势，同时还有空间和通道资源，“成都的机场
那么厉害，这就是个洲际通道。这些好的优
势都要用好。”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在创新要素供给方式中，政策的支持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曹和平表示，近年来，
我国一直在强调创新政策的支持，“政策放
宽了，很多管制就放开了，有利于企业获得
发展机会”。

在他看来，地方政策的支持有利于经济
发动机的转移，从“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向

“消费驱动创新导向”转变。
曹和平认为，成都此次公布的政策支持

力度很大。“成都有个企业叫大旗软件，很厉

害。董事长很年轻，现在已经有320个员工，A
轮融资到了很多钱，就是在高新区发展起来
的，如果没有政策支持，根本发展不起来。”

他说，成都不仅有电子科大和川大这些高
校的好的实验室基础，还有政府配套提供的创
新工坊和创客空间，这就让企业的投入降低
了，“在成都，像大旗软件这样的企业并不止
一家，我都看到了5家左右，如果政府有项目
奖励，熬过这三年，这些企业就会很厉害。过
去电子科大的丁磊创业必须要到北京，但现

在大旗软件就不用到北京了，在成都同样可
以，这跟好的地方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基于比较优势企业的园区发展，成都
的示范试点也很有效。”他说，“上海、福建、
江苏、浙江和安徽生产的产品，选择了中欧
快铁蓉欧班列运向欧洲，成都就成了把这四
省一市、新疆以及欧洲相连的一个咽喉通
道，这个就是把要素带动起来了，你会发现
要素就是空间，就是通道，相应的园区也会
跟着这些要素发展起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
要素配置效率。成都即将出台的“产业新政
50条”重点就是创新要素供给方式，促进要
素供给的结构性、制度性转换，形成具有比
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

曹和平认为，成都的 GDP 已经超过
12000亿元，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目前正在
向18000亿元增长，这就要求必须创新要素
供给方式，“要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新的要
素驱动迈进”。

“要素在大类上通常指资本要素和劳动

要素，资本要素主要指的是土地和基础资源
要素。而资本要素市场的建设，已成为新一
轮经济发展新增的拓展领域”。

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园区里有两三百家
企业入驻，产业链上集聚的枝丫资源，整合
成一个资产池，进入一级要素市场，“这个一
级市场指的不仅仅是土地一级市场，是综合
性要素”，对这些资源进行评估、授信、征集、
回购、担保、托管、置换，把这些综合性的园
区资源变更化、股权化，到二级市场去交易，
就会获得园区建设新的资本金。

“创新劳动要素供给则对‘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影响非常大”，曹和平说，目前在很
多产业园区，三五个大学生就可以建立创新
工坊和创业空间，其实这形成了“中介”，会把
高校的实验室和园区核心企业的业务进行
对接，“通过发展，它们慢慢会从小‘中介’变
成小企业，从创新工坊转移到孵化器里面。如
果孵化器是小微企业的话，创新工坊就是微
微企业，最重要的经济含义就是把园区里的
孵化器延伸了一部分，向大学等顶层研究机
构更靠近。我们国家有两万多个产业园区，很
多招商引资所碰到的瓶颈，有了这些‘中介’，
在劳动和资本的意义上就同时解决了”。

资本要素市场建设 已成新一轮经济发展新的拓展领域

政策支持有利于形成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要素供给新体系

创新要素供给方式 成都面临千载难逢发展机遇

7 月 2 日举行的成都
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
会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发
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增强
西部金融中心功能。成都
产业担当，金融领域必不
可少。

未来成都产业方向
37个行业是重点

37个重点行业

先进制造业
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 食品饮料
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 节能环保 新材料
新能源 人工智能 精准医疗
虚拟现实 传感控制 增材制造

现代服务业和融合产业
现代商贸 现代金融 科技服务
文化创意产业 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 健康服务业 旅游业
商务服务 会展业 服务外包
体育产业 养老服务业
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
总部经济 平台经济

都市现代农业
农产品深加工 都市休闲农业
农村电商 森林康养
农产品物流 绿色种养

曹和平 图据北大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