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为消费升级指数
通过对消费者点评大数据

的抓取，了解每一个消费者在
每一个品类的消费里面，选择
什么样的产品，以此了解一个
城市的消费品质。

该指数作为新经济系列指
数（NEI）的最新子指数，力求
全面、真实地展现居民消费升
级趋势，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
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文化消费崛起
成都有书店700余家，按亚马逊2015年图书总销售量排名，
成都在各大城市中位居第六。

旅游收入增加
市旅游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成都实现
旅游总收入205.75亿元，同比增长38.7%。
屡获国际荣誉
2017年，成都成功跃居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机构“世界城
市评级”Beta级，被美国米尔肯研究所评为“中国最佳表现城
市”第一名。目前，已有281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

成都消费升级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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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头驾马车”，”，消费升级折射了成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消费升级折射了成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勾勒出经济发展的新图景勾勒出经济发展的新图景。。正如颁奖词中所说正如颁奖词中所说：“：“它是中它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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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还有多久来？”经常乘坐公交
车的市民，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未来，这
一情况将有望得到解决。昨日上午，记者
从成都公交集团了解到，从今日起，成都
15条公交线路将陆续按时刻运行。这意味
着，在规定时间内，这些线路上的公交车
几点几分到站，将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车辆提前到站，在不影响交通的
情况下，不会提前离站。

15条线路
5条全天按时刻运行

在本次开通的15条线路中，10条线路
在夜间按时刻运行，5条线路全天按时刻
运行。市民可于时刻表实行当日，前往所
在站点的站牌处进行查询。

“本次按时刻运行的线路，覆盖了成都
市内火车站、客运站、地铁站和综合枢纽
等。”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线路类
型将覆盖快线、支线和社区巴士三种类型。

据悉，第一批次将于11月17日实行，
线路有1路、4路、47路、58路、99路，按时刻
运行的时段为22点后。第二批次将于11
月18日实行，线路有157路、187路、196路、
226A路、226B路，按时刻运行的时段为21
点后。第三批次预计将于11月19日实行，
线路有169路、172路、202路、258路、1095
路，按时刻运行的时段为全天。

如提前到站
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不提前离站

记者了解到，车辆将按照站台公布的
每班车的到站时刻运行。如果车辆提前到
站，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不会提前离
站。“这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对有到站接
送需求的乘客来讲，也可以按照站牌上的
时间到站接送乘坐公交车的亲朋。”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线路沿线行驶道路条件，本次按时刻运行
的15条线路中，快线在22点以后（含22点）
发车的班次、支线在21点以后（含21点）发
车的班次实行按时刻运行。全天发车间隔
在20分钟以上，且交通条件较好的支线和
社区巴士线路，实行全天按时刻运行。

不过，车辆在行驶中如果受到道路条
件、天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
到站延误等情况。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公交集团会加大车辆运行和调度力
度，减少上述情况带来的影响。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前期，成都公交集团将会进一步采集车
辆运行相关数据和收集市民建议，根据
运行的情况，可能会对车辆到站时刻进
行进一步优化完善。接下来，线路实行按
时刻运行后，成都公交集团将加大车辆
和客流监测。上述相关负责人透露，明年
成都还会继续扩大按时刻运行服务，确
保夜间和全天有条件按时刻运行的线路
进一步增多。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西成高铁开行在即，为成都请客人，
西安至成都的“来耍成都”专列，继推出金
牛车厢后，彭州车厢又成专列亮点，邀请
西安及三秦大地的客人来彭州体验成都
魅力。这趟专列意向性报名继续进行。报
名时需填写如下事项：

1、姓名；
2、身份证号码；
3、有效联系方式；
4、简述您的报名理由。
路径一：你可扫描下方的成都商报官

方微信二维码。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下方
的输入栏中输入“来耍成都”，即您的报名
意向为乘坐西安开来成都的列车。在收到
回复对话框后，再按要求填写您的姓名、
电话、身份证号和想要乘坐的缘由。

路径二：拨打成都商报用户节专线
86613333-0进行意向性报名，向热线人员
提供您希望乘坐的专列及姓名、电话、身
份证号和想要体验的缘由。

特别说明：意向性报名只是乘坐专列
的预报名，最终您是否如愿，将以成都商
报发给您的确认信息为准。

成都15条公交线路
将陆续按时刻运行

坐公交
可“掐表”

“来耍成都”专列
再推彭州车厢

如何杜绝暗箱操作？如何避免投机炒作？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房管局相关人士，就“全款”能否
优先、如何遏制“捂盘惜售”、摇号结果如何保证公正等公证摇号买房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成都
买新房

为进一步规范商品住
房销售行为，维护我市房
地产市场秩序，昨日下午，
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与
成都市司法局发布《关于
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
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全市新取得预售许可
或现售备案的商品住房，
开盘销售全部采取公证摇
号排序选房的销售方式。
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通知明确要求，“全款
支付”不得被额外对待，同
时开发企业不得设置捆绑
销售、挂牌价外收费等不
利于购房人的登记条件，
摇号过程将由公证机构作
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摇号
排序结果应当场公示，同
时排序时间应在“白天”。

由于一些商品住房项目在准售房
源销售上内外有别（房源数量内控多
外销少，购房条件利于内部、全款等少
数购房人），开盘销售房源紧张，售后
房源又由中介机构加价销售，导致社
会反映强烈。因此通知要求，一是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或现售备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公
开全部准售房源及每套房源价格，严
格按照申报价格，明码标价对外销售；
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盘销售前，
应当制定购房登记规则。购房登记规
则应符合国家和本市房地产市场调控
政策以及商品住房销售管理规定，不

得设置仅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中
介机构内部、全款支付等部分购房人
的登记条件。同时，不得设置捆绑销
售、挂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房人的
登记条件。这意味着，“全款支付”不得
被额外对待。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购房
登记前，在商品住房销售现场公示购
房登记规则、全部准售房源（含户型）、
购房登记时间、摇号和排序结果公布
时间、选房时间等相关事项。

销售

公证摇号依序选房
全款支付不受优待

在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区域，房地产
开发企业在进行购房登记时，向登记购房
人宣讲我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并核验登
记购房人的购房资格证明材料后，报房产
行政主管部门复核。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将复核后的具备
购房资格的《登记购房人名册》予以保存，
并及时反馈房地产开发企业及公证机构。
复核后，具备购房资格的购房人信息方可
导入摇号系统。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盘销

售前3日发布摇号公告，同时公示导入摇
号系统的《登记购房人名册》。摇号排序选
房应使用公证机构提供的电脑摇号软件，
并由公证机构作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摇号
排序结果应当场公示。摇号排序时间应在
9：00~18：00之间。在公证摇号选房结束的
10日内，将摇号排序和选房结果公证书报
送当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通知强调要“依序选房”。房地产开发
企业按照公布的选房时间，组织购房人根
据选房顺序号依序选房，并当场通过全市
统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与备案
系统，在线签订《商品房认购书》或《商品
房买卖合同》。

因放弃选房所空房源或者按约解
除《商品房认购书》《商品房买卖合同》
所退房源，在公证机构监督下，依原公
证摇号产生的选房顺序号按序递补选
房，房屋价格不得高于原开盘销售时公
示的价格。

通知对公证机构也进行了约束，要求
做好商品房销售方案、销售承诺书、公示
的购房登记时间结束后汇总的《登记购房
人名册》、经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后的

《登记购房人名册》、全部准售房源纳入排
序选房范围、公证摇号排序结果、依排序
选房结果等保全证据公证。房地产开发企
业确保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通知强调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网上
签约系统对处于“定购”“拟定合同”状态
的房源予以锁定，一律不予变更合同主
体，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登记备案时，对登记购房人、摇号选
房人、合同签订人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
检查，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通知规

定的，一经查实，一律暂停当期开盘销售
商品住房的网签资格，暂停后续项目商品
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受理，纳入成都市
房地产市场信用黑名单，并在“成都信用
网”公开曝光；涉及虚假宣传、捆绑销售、
价外加价、价格欺诈、规避纳税、炒卖房
号、首付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分别抄送
工商、发改、税务、公安、金融等行政主管

部门；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通知要求，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开盘

销售指导意见。市公证协会应当制定商品
住房开盘销售公证摇号排序选房的指导
意见，督促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法》和《公
证程序规则》办理相关公证事项，并按照
公证服务收费标准收取公证费。

公证机构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交
材料不实、虚假承诺或者弄虚作假、徇私
舞弊、非法干预摇号排序公证活动的，不
予办理公证或终止公证。

摇号

放弃

备案

不得设置捆绑销售等不利于购房人的登记条件

登记购房人、摇号选房人、合同签订人须一致

开盘销售前3日发布摇号公告

“九问”公证摇号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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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的房源可按序递补选房

服务消费升级指数全国第一
成都：年度推荐消费升级代表城市

指数测算
抓取消费者点评大数据

据了解，伊利中国消费升级指数是由财
新传媒和成都数联铭品科技公司共同研发
的，按月度发布。该指数作为新经济系列指
数（NEI）的最新子指数，利用网络大数据挖
掘手段，量化中国消费结构及质量升级状
况，力求全面、真实地展现居民消费升级趋
势，准确把握市场消费升级的进展，为政府、
企业和投资者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消费升级指数具体是什么？“我们主要
测算的是质量上的升级。通过对消费者点评
大数据的抓取，了解每一个消费者在每一个
品类的消费里面，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是比
较贵的高端产品，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的低端
产品。”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陈沁介绍道。

而成都在最新一期的服务消费升级指数中
排名第一与成都对高新科技人才的吸引力
不无关系。“成都不仅是中西部地区的人才
重地，同时还承接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溢出人才。这不仅为成都的高新科技产业发
展提供了支撑，同时也带动了成都消费市场
的转型升级。”

无论基本的衣食住行还是休闲娱乐，一
味追求低价的时代已经过去，居民消费不断
从生存型、保障型逐渐过渡为品质型、服务
型消费。在此过程中，不仅涌现了很多新消
费品类和项目，比如扫地机器人、出境游套
餐、冷榨果蔬汁等等；原有消费项目的品质
也在不断提高，例如消费者更青睐健康食
品、致力于改善居住环境、使用智能家电
……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和消费质量的提
升，都是消费升级的体现。“消费升级的终极

目标就是它将带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
活。”在财新雅趣总经理阙京闽看来，日常起
居、出门乘车、超市购物、出门度假都离不开
消费，追求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消费升级。

升级背后
成都新经济蓬勃发展

成都消费升级的背后是发展动力逐渐
转换，新经济蓬勃发展的真相。以新技术为
驱动，以新组织为主体，以新产业为支撑，以
新业态为引擎，以新模式为突破，成都正奋
力成为新经济的话语引领者、场景培育地、
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建成最适宜新经
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

在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过程中，文
化消费的崛起是成都亮眼的一笔。在实体

书店不景气的当下，成都却有大大小小书
店700余家，从早期被评为全球十佳书店的
老书虫书吧到来自新加坡的 Page One 书
店，都在成都扎根。按亚马逊2015年图书总
销售量排名，成都在各大城市中位居第六。
随着阅读成为成都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成都各大实体书店纷纷打出文化牌，凸显
各自特色，带给读者丰富的体验，培养和吸
引更多的爱书人。 紧转03版

最适合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成都脱颖而出
凭什么？ 03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在京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的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拜会了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尚冰。

双方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

抓住成都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历史机遇，
依托成都富集的科技人才资源、雄
厚的通信产业基础以及广阔的市
场空间等独特优势，加快布局建设
第五代移动通信网，深化在技术联
合创新、产业发展等领域务实合

作，促进传统产业与互联网、大数
据的深度融合，重点推进基础通
信、物联网、车联网、云端机器人、
虚拟现实等无线应用，打造以5G
技术为核心的通信产业生态圈，助
力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和国际
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建设。

合力打造通信产业生态圈
范锐平在京拜会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