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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节耍成都
看数字经济下的成都商业新局面

国庆期间成都宽窄巷
子游人如织，一项“暖科
技”竟然成为成都街头最
网红的风景线——支付宝
的人脸识别消费体验站吸
引了众多游客来体验打
卡，过节来蓉的外地人人
手一份专属的“熊猫护
照”，成为黄金周期间最潮
的“玩法”。

刷脸支付、支付宝过
节耍成都小程序只是观察
成都数字经济的一个小切
片。互联网数字技术让人
们的生活比以前更丰富和
便捷，如今出境游用支付
宝，家门口扫码坐公交坐
地铁、手机上就能缴水电
气、医院挂号、无处不在的
二维码、凭芝麻信用就可
以骑单车住酒店……这些
成都市民耳熟能详而且每
天都在用的服务，正在推
动成都成为国内数字经济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而黄
金周悄然成为了数字经济
的“阅兵场”。

“对于成都这样的旅游消费型特
大城市，数字化是最关键的一环，直
接就可以挖掘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
消费潜力。”数字经济研究院（数字经
济智库）副院长储殷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国庆黄金周
来看，过节耍成都的熊猫护照、到人
脸支付黑科技落地成都，再到花呗余
额宝红包的互动，这一连串数字化方
式形成闭环，有新意有创意，充分挖
掘消费潜力，显示了成都的创新活
力，而蚂蚁金服无疑为成都这座城市
的数字化打造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具体消费信息的数据化意味着
供应链的重组，夫妻店、小商户以前
数据化很滞后，只有凭借经验来经
营，有随波逐流的问题，数据化之后
经营会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极大改
变成都旅游供应链链条，让成都的旅

游以及消费产品更加针对消费者的
需要。”在储殷看来，蚂蚁金服对于缓
解小商户的小额信贷的问题大有好
处，可以说成都进入码商时代是互联
网支持实体经济的新阶段，为社会中
如毛细血管的码商提供信用安全保
障和普惠金融的价值。

“不同于纯电商，新一轮经济将
由大数据驱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新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克力认为，
在过去线下时代，数据与数据之间
存在鸿沟，而随着数字经济的生态
系统形成，消费互联网正在向产业
互联网转型，线上线下产生了更多
的商业融合模式。他表示2018年四
川将构建的“5+1”现代产业体系，
其中的“1”便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如今移
动支付、人脸识别等技术正作为新
一轮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深刻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谈及成都数
字经济优势，朱克力坦言蓉漂让成
都不再局限于本地人才，再配合积
极的政策优势，最终形成了吸引阿
里、蚂蚁等互联网巨头加速布局成
都市场的重要支撑。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杨程

在数字经济汹涌澎湃的发展浪
潮里，成都已经异军突起。在5月数博
会上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2018
年度报告》，在数字经济指数的城市
排名中，成都位居城市新一线城市榜
首，全国第五。《报告》将数字经济定
义为：由信息技术革新驱动的经济增
长，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部分。

从内涵上来说，电信、计算机、
通信设备等信息技术相关的行业本

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从外延
上来说，由信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
新商业模式，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
所获得的更多效用，都属于数字经
济。“例如网约车、无人驾驶、刷脸支
付、工业生产中物联网的作用等。这
些行业可能本身并不直接隶属于信
息技术相关行业，但它们的兴起却
实实在在地产生于数字经济的土壤
中。”财新数联首席经济学家陈沁解
释道，“这部分经济被称为数字经济
的外延。

就在今年3月，《成都市推进数
字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出炉，一
张更为宏伟的“蓝图”画就：到2022
年，成都将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数
字经济生态体系，重点领域产业规
模超过3000亿元，成为国内领先的
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一场古今对碰的支付宝版《清明
上河图》正在加速在成都落地。

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今年9月
在云栖大会上的演讲是从支付宝版的

《清明上河图》开始的。古典的市井生
活中出现了一些我们熟悉的新元素：
从汴京开往临安的船上可以点外卖，
官员用“风险大脑”辅助断案，街道上
的小摊放着支付宝二维码，士绅们在
开封菜刷脸吃饭，诊所可以用手机挂
号、缴费，扫码即可坐船……

这一场数字经济的革新已经浸入
人们的生活、涵盖社会经济的方方面
面。刚刚出炉的支付宝国庆黄金周数
据显示，成都城市居民境外消费表现
抢眼，成都以26％的增长速度成为国
内境外移动支付消费增长最快的前十
大城市，不管在美国还是日本的百货
公司，或者欧洲的餐厅，拿出手机刷二
维码结账似乎已经成为成都人的一种

习惯。
成都市民如今足不出户就可以在

家里打开支付宝App办理公积金查
询、医院挂号、缴纳水电气费等各项服
务。凭借芝麻信用分，可以借充电宝、
借单车甚至直接住酒店，不用再交付
押金，扫码就可以坐公交和坐地铁。

甚至连停车也有“黑科技”，在成
都东站、环球中心、王府井百货、市一
医院的停车场已经可以实现“无感支
付”，采用“车牌付”形式，仅需将线上
资金账户与车牌绑定，车辆经过收费
站时摄像头识别出车牌号，自动从对
应账户中扣除费用，全程不需要现金
找零，不需APP充值或手机扫码，车辆
出场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0秒缩短至不
足2秒。

家住东门的市民谢女士感叹数字
经济带来的变化：“在成都的街头巷尾
走一走，去楼下买个水果、吃碗担担
面，到处都能扫码还不用找零，现在基
本出门只用带个手机就可以了，这在
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小商户们都挂
着一张二维码经营生意，过去一年里，
这个叫码商的群体，在成都已经翻了5
倍，数量达到百万级，在全国各省会城
市的第一梯队。

支付宝的大数据显示，成都的码
商最勤劳，从移动支付来看，早上7点
出现第一个“小高峰”，中午更忙，傍晚
6点~7点最忙。成都的80后码商最善于
接受新鲜事物，更有冲劲儿和生意扩
张的意识：在支付宝上贷款的人数高
于90后、70后、60后，且与“长辈们”拉
开最多达20倍的差距。

而除了移动支付，这张小小二维码
背后，还有贷款、保险、理财、赊账进货
甚至还有大数据分析等服务，成都码商
们头脑活络用得也得心应手，这正是数
字经济给传统商业带来的变革。

“二维码可以成为线下商家数字
化经营的开始”。网商银行行长金晓龙
此前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二维码不仅让码商收钱方便收不
到假币，更让他们每一笔小生意都数
字化了。二维码将经营数据化后，此前
服务线下小微商家时，面临的无抵押、
无数据、人群分散等困难不复存在。

10月2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
到展馆首先体验了一把刷脸支付，
从扫码到结算完走人，全程只花了
不到10秒，期间不掏手机不输密码，
真算是继现金支付、手机支付后又
一次支付体验升级。

整个支付过程只需要经过扫码、
选择刷脸支付、输入手机号3个步骤，
就能购买所有带条码的商品了。其中
输入手机号码时刷脸大屏幕上自动
用“＊”号隐去了中间四位号码。

从自贡来成都过节的张先生带
着家人逛宽窄巷子，顺便在体验站
买了一瓶矿泉水和小零食，从扫码
购买物品、选择刷脸支付、打印发
票，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0秒钟，“像
我这种带着孩子逛景区的，抱着孩
子就单手完成了操作过程，真的非
常快捷方便，关键还有支付宝红包
可以扫，还能减少个几角钱，成都真

的越来越潮了。”他笑言，在北上广
都没有这种待遇。

在国庆前，新版“熊猫护照”在
支付宝正式上线，这是国内少有的
城市级的旅游小程序。让很多外地
来蓉的游客直呼是玩成都的“葵花
宝典”。新版“熊猫护照”是基于支付
宝小程序功能下的成都旅游小工
具。通过“熊猫护照”的入口，张先生
轻松掌握了玩转成都的第一手攻略
资讯，就连熊猫基地门票也在小程
序上买的。支付宝今年还提供数百
万消费红包，来成都消费的游客只
要消费扫码就可以获得花呗随机红
包。而熊猫打卡也让张先生一家觉
得非常新颖。

而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未来一
年支付宝刷脸支付在成都的零售、餐
饮、医疗等领域将会上线3000台左
右，其中仅舞东风超市就已经上线了
500台，年内所有超市都将铺开，目前
使用率平均每天保持在30单以上。

舞东风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刷脸
支付为代表的自助收银模式有效缓
解了超市在高峰时段缴费排队现象，
改善了用户体验，数据显示，收银结
算效率提升了50%以上，在不需要增
加人工的前提下，增加了多个收银通
道，节省了商家的综合成本。

成都最潮
支付宝暖科技

年内上线“刷脸支
付”3000台

场景落地
支付宝的《清明

上河图》在成都徐徐
展开

数据排名
数字经济指数成

都位居新一线城市榜
首、全国第五

专家观点
暖科技背后,支

付宝已成成都数字经
济的重要推动力

蓬佩奥当天对朝鲜进行了访问，
美方随行官员包括美国对朝政策特别
代表斯蒂芬·比根和中央情报局分管
亚洲事务的官员安德鲁·金。

就朝鲜之行，蓬佩奥仅告诉媒体
记者，“访问不错”，他和金正恩“继续
推进新加坡会晤达成的协议”。他没有
披露更多细节。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金正
恩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并发表联合
声明，承诺努力建立朝美新关系、构建
朝鲜半岛持久稳定和平机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当
天晚些时候在一份声明中说，金正恩邀
请核查人员前往丰溪里核试验场，以确
定那座试验场的废弃“不可逆”。

朝方5月24日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
炸毁地下坑道和一些地面附属设施。国
际记者“见证”下，爆破持续数小时。

另外，诺尔特说，美朝双方讨论了
特朗普与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的地点和

时间。她没有发布更多细节。
按照诺尔特的说法，会晤富有“建

设性”。

美方访朝代表团随行记者报道，
蓬佩奥与金正恩会晤两个小时，随后
在平壤百花园迎宾馆共进午餐1个半
小时，两人会面时间共计3个半小时。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随行官
员说，蓬佩奥第四次朝鲜之行“比上次
好”。蓬佩奥7月第三次访朝时没有见
到金正恩。

蓬佩奥离开平壤后前往韩国，会
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向韩方介绍他的
访朝情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披露蓬佩奥朝
鲜之行更多细节。按照青瓦台的说法，

蓬佩奥和金正恩同意，“尽可能早”地
举行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双方讨
论了无核化步骤、美方如何核查以及
美方将予以朝方哪些“回报”。

蓬佩奥与金正恩就“尽快”设立工
作组达成一致，以讨论无核化和第二
次领导人会晤事宜。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与蓬佩奥就
朝鲜半岛形势、无核化解决方案以及
双方关切交换建设性意见，通报两国
最高领导层对举行第二次朝美首脑会
晤相关问题的立场并认真做了讨论。

特朗普7日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
“推特”写道：“蓬佩奥与金主席今天在
平壤的会晤不错。新加坡达成的共识
取得进展。我期待与金主席在不远的

将来再次见面。”
韩国总统文在寅同样显现乐观情

绪，说希望美朝领导人再次会晤能够
“就无核化及和平进程取得不可逆、决
定性进展”。

然而，在路透社看来，蓬佩奥的说
法听似“更为谨慎”。

青瓦台说，蓬佩奥告诉文在寅：
“我们今天迈出一步，仍有路要走。”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随行官
员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蓬佩奥原定今年8月第四次访朝。
美国政府当时认定朝鲜半岛无核化

“没有取得足够进展”，特朗普因而决
定推迟蓬佩奥的访问。

朝鲜外相李勇浩9月29日在联合
国大会发言，指出朝方采取善意举措
的同时，美方却强化对朝制裁，拒绝朝
方所提发表朝鲜战争终战宣言的提
议。 （新华社）

领导人“尽快”二次会面
金正恩：相信相关计划不久将可以出台

美国纽约州警方7日说，一辆加
长豪华轿车前一天在北部乡村冲进
一处路边停车场，撞上一辆空车，造
成20人死亡，包括两名行人。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说，这是
美国近些年最致命的交通事故。

纽约州第一副总警监克里斯托
弗·菲奥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辆
2001年款福特牌豪华轿车6日下午2
时左右在斯科哈里县30号公路往西
南方向行驶，在一处丁字路口没有
停下，而是横穿公路，撞上“苹果桶
乡村商店”外一辆没有人的运动型
多功能车（SUV）。

前来购物的附近居民琳达·赖

莉告诉美联社记者，车辆撞击声“听
着像爆炸”。

这辆加长豪华轿车的司机和17
名乘客全部死亡，另有两名路人遇
难。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
罗伯特·萨姆沃特7日说：“我在这一
委员会任职12年，这是我们相当长
一段时间以来所见致死人数最多的
事故之一。”

美国科尔根航空公司3407次航
班2009年2月在纽约州西部布法罗市
坠毁，造成50人丧生。萨姆沃特说，斯
科哈里县豪华轿车车祸是自那以来
最致命的交通事故。 （新华社）

美朝同意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
奥7日访问朝鲜，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双方
同意，将“尽可能早”地举行
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按照美方的说法，朝方邀
请核查人员前往朝鲜，确认丰
溪里核试验场废弃情况。

与蓬佩奥临别前，金正
恩表示，坚信以朝美两国最
高领导人之间的牢固信赖为
基础的朝美对话和协商今后
将持续下去，并表示相信第
二次朝美首脑会晤的相关计
划不久将可以出台。

美朝双方讨论了
第二次会面的地
点和时间

建设性

蓬佩奥第四次朝鲜
之行“比上次好”

3小时

“我们今天迈出一
步，仍有路要走”

显谨慎

当地时间10月8日，2018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公布。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奖
授予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
斯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以
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
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威廉·道布尼·诺德豪斯生于美
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是耶鲁
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授，其主要研
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该研究
重点表明人类因忽视不作为所带来
的灾难性高代价。

保罗·罗默是斯坦福大学教授，
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
保罗·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
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
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被《时
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
力的25人之一。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介绍，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瑞典国家

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阿尔
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但它
并非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
嘱所设立，但在评选步骤和授奖仪
式方面与诺贝尔奖相似。

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
学院颁发，从1969年起该奖已颁发
49次，共有79位获奖者。1969年的奖
项授予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
希以及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以
表彰二人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贡
献。2017年，美国学者塞勒因在行为
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年
龄为67岁，最年轻获奖者是1972年
的得主艾罗，当时他51岁；而年龄最
大的获奖者是获奖时已90岁的美国
经济学家赫维克兹。

此外，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埃
莉诺·奥斯特罗姆因在经济管理行为
领域的卓越成绩而获奖，曾成为史上
唯一一位女性获奖者。 （央视网）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两名美国学者获奖

纽约豪华轿车车祸致死20人

10月7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左）在平壤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右）交谈 新华社发

游客体验刷脸支付

威廉·诺德豪斯 保罗·罗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