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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北京举行的
“财新雅趣2017消费升级
论坛”上，财新传媒联合数
联铭品发布最新的中国消
费升级指数。成都获评“年
度推荐消费升级代表城
市”称号。

根据论坛上发布的最
新一期伊利中国消费升
级指数显示，成都从北
京、广州、杭州、上海、深
圳、天津、武汉等样本城
市中脱颖而出，以100.9
的服务消费升级指数位列
第一。记者了解到，伊利
中国消费升级指数，是中
国新经济指数的重要子
指数。成都在这项指数中
的脱颖而出，也客观印证
了成都是最适合新经济
成长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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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新型城市

获评“年度推荐消费升级代表城市”

成都服务消费升级指数位列第一，成为最适合新经济成长的城市

成都凭什么？

成都人似乎对消费有着天然的兴趣和前卫的理念成都人似乎对消费有着天然的兴趣和前卫的理念。。于是不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于是不论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双双1111购买力购买力，，还是旅游消费还是旅游消费、、奢侈品奢侈品
消费消费，，成都的成都的““成绩成绩””都遥遥领先都遥遥领先。。在消费不断提档升级的当下在消费不断提档升级的当下，，无人售卖无人售卖、、线上体验线上体验、、医疗美容等新的多元消费方式医疗美容等新的多元消费方式，，更是能更是能
够在成都市场迅速扎根普及够在成都市场迅速扎根普及。。

服务于消费升级服务于消费升级，，成都充分地包容开放成都充分地包容开放，，并顺势而为并顺势而为。。这座这座““千年商都千年商都””蓄势待发蓄势待发，，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腾讯腾讯、、香奈香奈
儿儿、、锤子科技……一大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品牌锤子科技……一大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也正纷纷瞄准成都而来也正纷纷瞄准成都而来。。

“消费应用市场庞大”是成都新经济发展
的重要比较优势之一。当然，这也是此次论坛
上，成都能够荣获“年度推荐消费升级代表城
市”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都是全国人口第四大城市，拥有西部广
阔市场腹地，成都人消费观念强，消费理念前
卫，互联网理财、旅行订购、网络购物等使用频
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实，成都人在消费方面所创下的多项
“纪录”，早已让成都享有“消费之都”的称号。
今年刚刚过去的天猫“双11”购物狂欢中，仅一
个小时，成都就已经在全国各城市交易额中位
居第六。

而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在今年的
黄金周期间，同程旅游数据显示，国内居
民 用 于 购 买 出 境 游 产 品 的 人 均 支 出 突 破
了5000元，人均支出最高的前十个城市均
在8000元以上，其中人均支出最高的城市

是成都，成都的人均支出金额甚至突破了
3万元。

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进驻成都，越来
越多的“时尚消费”滋生于成都，使其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仅从美妆行业来看，从
2014年到2016年，成都的美妆类零售租赁面积
就 增 长 了 131% 。YSL、雪 花 秀 、Nocturne、
MAKE UP FOR EVER等品牌纷纷在成都开
了“首店”。

类似的排名数据还有很多。来自途家网
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海外游客源地排
名中，成都仅次于北京、上海、广州，位于全国
第四；根据艺恩智库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
成都市的电影票房居于全国第五位；根据麦
肯锡发布的2016中国奢侈品网络消费白皮
书，在奢侈品网购总订单量和消费人数排名
前20的城市中，成都位居北京、上海之后，排
名全国第三……

庞大的消费市场，前卫的消费理念，构成
了成都推进消费提档升级的基础条件，更成为
了新经济发展的极大优势。

消费的新需求、新热点、新模式，逐步融进
了成都的消费市场。理念前卫的成都人，似乎
对转型升级后的消费新体验，有着极大的兴
趣。人们没有依赖传统，这使得这座“千年商
都”迅速融入了各种多元化的前沿消费形态。
消费的升级转型，在成都显现出无限的前景与
潜力。

今年9月，此前GOGO西南首家无人超市
在成都大悦城亮相，没有一个售货员，面积仅
20平方米，却造成了“人山人海”的排队现象。
无人超市可以自动感应货品，可以通过支付宝

或微信付款，而开设首家无人超市后，今年10
月在青羊万达又开设了第二家。

除了24小时无人超市外，成都文轩集团旗
下的文轩云图还推出了24小时无人图书馆。文
轩云图的工作人员称，目前，他们已在成都3个
小区设置了无人图书馆，未来两年将在成都街
道、社区开设400个点位。

多样化的消费新需求，刺激着市场的转
型。大量的新消费产品，新消费体验逐渐诞生、
蔓延。民宿在线短租平台小猪短租，是新消费
模式的典型，其通过调取平台9月30日至10月8
日期间的数据发现，国庆中秋期间，在已下订
单的房源中，订单量最高的五个城市及平均间
夜价依次为北京、成都、重庆、上海、南京。

前不久，成都多个有关部门与几大医美
机构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研究医疗美容
产业发展专题会”，探讨医疗美容在成都发
展的现状与未来。作为极为符合消费升级需
求的医美行业，在成都近几年的发展势头，
是不容小觑的。

据了解，截至2016年底，成都共有医疗美
容机构159家，其中美容诊所47家，医疗美容门
诊部59家，综合医院美容部门30家，美容医院
17家，从业人员4200余人……而成都也将其作
为推进消费提档升级，发展个性消费的重要产
业领域之一。

此外，如发展健康管理、康养健身、远程医
疗等个性化服务，推进无人售卖等新零售模
式，推动大型商业综合体从商品购物中心逐渐

转型为多元化服务体验中心等，都成为成都加
快消费转型升级的方向和路径。

在成都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的同时，一
大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品牌，也正纷
纷瞄准成都而来。

11 月 7 日 ，国 际 顶 级 时 尚 品 牌 香 奈 儿
2017/18早春度假系列发布会，在成都东郊记
忆-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举行。香奈儿大
秀的当晚，成都大魔方演艺中心也迎来了锤
子科技2017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次日，腾讯公
司规模最大的年度行业盛会——第七届腾讯
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又在成都开幕了！越来越
多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引领品
牌，正奔成都而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成都消费市场有好的基础

成都人对消费转型接受度高

消 /费 /升 /级

成都选择前行 它们也选择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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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质从“能温饱”到“要
吃好”的转变，消费者对品质的
要求越来越高。消费形态从“买
产品”到“买服务”的转变，消费
者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产品消费，
越来越重视服务性消费。消费方
式从“线下买”到“线上买”的变
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购
进行消费。消费行为从“标准化”
到“个性化”的变化，不同性别、
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的消费者，
会根据自己需求进行个性化消
费。为应对这些转变，我市不少
企业提出了新的战略布局、市场
运筹、消费服务，以新视野、新思
维、新行动正视消费升级。

“随着‘消费升级’话题越来
越热，我们也能从平常生活中发
现，看似传统的食品行业正在发
生改变。”尚作农业CEO龙淼告
诉记者，因为消费者更加关注产
品的健康性、性价比、个性化和购
物体验，因此多种多样的新型休
闲食品和饮料也纷纷推向市场。
而该公司正是把握住了这一机

遇，早在2012年就布局有机生鲜
电商。作为我市最早开始运营有
机食材全产业链的企业之一，尚
作农业去年的销售额在1亿元左
右，今年预期可达两亿元。像尚作
农业这样的企业分布在成都的各
行各业，它们正是适应了消费升
级大势的发展要求，成为新经济
模式的尝试者、探索者和实践者。

不仅是成都居民的消费升
级了，近年来，来蓉游客也经历
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进入

“消费升级”的阶段：住得好一
点，安排特色高端酒店；行程宽
松一点，不再忙着赶行程；吃得
好一点，本地化特色餐是必须
的；不走寻常路，干脆直接包车
或者定制专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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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花费构成多元，人均消费明显
提升。从游客消费支出构成看，
人均消费额增长29.2%。
成都日报记者 程怡欣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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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01版 “成都素有‘千
年商都’的美誉，消费城市是城市
的鲜明特质。”日前召开的成都市
新经济发展大会明确，作为我市
新经济发展的七大应用场景之
一，我市将通过深化消费领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个性消费、
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环境等
方式，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此
外，成都还将建设国际购物天堂、
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美食
之都，打造互联网时代的“成都服
务”和“成都消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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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成都还被《福布
斯》杂志评为未来10年全球发展
最快城市第一名，被《财富》杂志
列入 15 个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
市，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内陆投
资环境标杆城市。目前，已有281

家 世 界 500 强 企 业 落 户 成 都
……一连串的数据和荣誉证明，
具备人居环境舒适、经济腹地广
阔、商务环境优良等比较优势的
成都，消费结构正不断优化升级，
新经济蓬勃发展。

成都是全国人口第四大城
市，拥有西部广阔市场腹地，消费
应用市场庞大。“我们观察到，今
年以来成都市场无论是消费数量
还是消费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成都消费者在手机数码、家用
电器、电脑办公这三类品质消费
上占比很高。”京东数据研究院院
长刘晖向记者介绍道，同时成都
人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度、包容度、
接受度很高，彰显了天府文化“创
新创造、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
例如，对于干衣机、除湿机这类

“新家电”的消费占比成都在全国
也属领先。这些都为消费结构优
化升级、新经济在成都的发展提
供了丰厚滋养和创意源泉。

发展机遇 消费升级催生产业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