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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吸引力转为“真金白
银”。活动现场，蓉港政府、协会和企业
间签订了多项合作项目，涉及金融战
略合作、汽车金融、网络科技、人工智
能、动漫、医疗等多个领域。

其中，不乏蓉港合作和成都新经
济发展的见证者。顾连医疗联合创始
人兼联席执行长袁帅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8月22日，他是川港澳合作周“建
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专场活动嘉宾，
并在合作周前后获得10亿战略增资。

随着成都市召开新经济发展大
会，系列新政落地，这一年，顾连医疗
飞速扩张，目前已经有7-8家医院落
地，“规模增长了近十倍。”

昨日，袁帅作为签约代表，与电子
科技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签约，双方
将在康复机器人研究、应用、推广等领
域深入合作。

这是昨日签约的众多项目之一。
也是顾连医疗第二次走上川港澳合作
周的舞台。去年川港澳合作周期间，香
港新风天域集团在蓉布局大健康产业
项目，由成华区政府与香港新风天域
集团签订，其中，基地建设投资 20 亿
元，产业引导基金及配套建设资金
100 亿元，将以成都顾连医疗国际健
康中心为基地，建设中国顾连医疗西
南区域总部。

“川港澳合作周是很好的合作平
台，让我们找到合作伙伴。”在采访间
隙，不断有人过来，给袁帅递名片、谈
合作，袁帅忍不住感叹，“这样的合作
机遇展示了成都的开放格局，加上诸
多新经济政策，会吸引更多创业者来
蓉发展。”

也是这一年，顾连医疗取得爆发
性增长。去年 8 月，前香港财政司司
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梁锦松宣布，
增加10亿元战略投资，帮助扩张顾连
医疗服务平台建设。

袁帅介绍，这一年，顾连医疗已经
落地7~8家医院，涉及投资7~8亿元，

“规模增长了近十倍。”
顾连医疗爆发性增长的这一年，

也是成都新经济腾飞的一年，在袁帅
看来，公司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召新
经济发展大会系列新政落地。

其中，在袁帅看来最重要的是人
才新政，“越是高端行业，比如医疗、人
工智能等，都需要大量人才。”去年，成
都出台“人才新政十二条”，给予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扶持，鼓励青年人才
来蓉落户，如今30余万名大学毕业生
及高层次人才选择落户这里，开启崭
新人生机遇。

成都新经济的吸引力在哪里？一
份报告可以说明——昨日，普华永道
中国、财新智库、数联铭品与新经济发
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
营商环境质量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指出，从营商环境质量指
数排名情况来看，前十强城市中，深
圳、北京、上海位列前三，成都排名全
国第四。

普华永道中国西部主管合伙人徐
闻介绍，《报告》首创运用大数据技术
和人工智能算法构建营商环境质量指
数。从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情况来
看，前十强城市中，深圳、北京、上海位
列前三，随后是成都、广州、西安、杭
州、宁波、重庆和长沙。从区域分布来
看，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30的城
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为50%，
其次为西部地区24%，中部和东北部
地区分别占13%。

徐闻介绍，《报告》分析了覆盖中
国80个城市、总计1，244，324家企业
的行为数据，从注册资本来看，91%是
中小微企业；从企业类型来看，接近
93%是民营企业，“过去一年营商环境
质量表现最佳的城市政府在帮助民营
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改善社会信用、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创造项目机会方面
主动作为，持续推出创新举措。”他说，
成都是全国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发展新
经济的城市，在过去一年激烈的城市
竞争中，成都稳居全国第四。

这种“转变”效果如何？徐闻举
例，比如推进企业发展“给优惠”向

“给机会”转变，“通过政府规划、提
供、包容新场景，积极构建互联网+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为企业发展提供

‘入口’和机会，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生
活体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

维港之滨，香港丽思卡尔顿酒店，7日下午，不到下午1点已经人潮拥挤。一个小时后，
作为川港澳合作周重磅活动之一，成都新经济发展·香港专场合作推介会在这里举行。

一个是“天府之国”，一个是“东方之珠”，这是成都与香港的第二次相遇。一年多以前，这里
同样有一场盛会——去年8月22日，川港澳合作周“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专场活动在这里
举行，与今年一样，会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人流如织。不一样的是，这次的主题是“新经济”。

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心城市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迈入新时代，正在聚焦高质量发展。
成都从历史和现实维度找答案——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年前，去年11月9日，成都市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勾勒出新经济发展蓝图。一年
来，成都新经济蓝图已经展开，逐步成为最适宜新经济成长的城市之一。昨日，这些蓝图成
为成都吸引力，“天府之国”相约“东方之珠”：“成都见”。

这句“成都见”，也是会场嘉宾道别的高频热词。

下午 17：00，活动已经结束半个多小
时，香港金融资产管理控股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谢炯全依然没有离去，不断有人走上
来，给他递名片、问规划，最后谢炯全说，

“我们成都见。”
“成都见”也是昨日会场嘉宾道别的高

频热词。去成都干什么？不少嘉宾表示，“想
去看看独角兽岛、高新区、成都交子金融科
技中心。”

昨日现场，成都新经济诸多平台组团
亮相，包括天府新区独角兽岛、高新区、温
江医学城、成都交子金融科技中心等，这
些，也是成都新经济的吸引力所在。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邱旭
东解读了独角兽岛最新进展——独角兽岛
位于成都科学城片区、天府鹿溪智谷核心
区，总用地面积约1006亩，规划净用地面积
约478亩。目前已完成规划设计方案全球征
集和国际评审，力争到2019年底建成一期
工程，初步具备产业承载能力。

此外，针对独角兽企业和准独角兽企
业细分领域的差异化需求，成都颁布出台
了“岛十条”，支持企业集聚、科技研发、市
场拓展、金融联动、人才招引等。

交子金融梦工场相关负责人介绍，梦
工场是全国领先的特色化、专业化金融创
新创业基地，目前已经聚集国内外金融科
技团队90家，汇聚金融科技创业者1700余
人。梦工场联合阿里云打造全国首个金融
科技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推动地方政府
数据、监管部门数据、行业龙头企业数据开
放共享。到2019 年，交子金融梦工场运营
面积将达到 10 万平方米，聚集约 300 家金
融科技企业和 10，000 名金融科技从业人
员，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科技创新创
业平台。

从金融到新经济，蓉港合作进入更深
领域。随着合作模式不断创新，合作内容不
断加深，在可以想象的未来，两座城市将碰
撞出更大火花。

“期待广大香港创业者相约祖国西部、
相聚最美蓉城，投身成都新经济发展大潮，
投资投智投希望、创新创业创未来。”昨日
下午，成都在香港发出邀请，共建新生态、
共谋新经济、共育新动能，“我们成都见。”

这也是此次活动的主题，旨在推动两
地投资和贸易合作，探索更多合作途径，共
谋发展，创造共赢。

现场，成都新经济发展推介是最受关
注的环节。目前，新经济席卷全球，不断重
塑世界经济结构、改写国家竞争格局。

走在前列的城市已经率先布局。去年
11月9日，成都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勾勒
出新经济发展蓝图和目标。随后，成都相继

出台了一系列新经济配套政策，包括制定
实施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规划建设

“独角兽岛”等发展载体、设立100亿元新经
济发展基金、印发首个共享经济发展方案、
组建全国首个城市级新经济俱乐部、建设
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连续举办4届全球
创新创业交易会……

举措转为市场竞争力，新政实施以来，成
都新增新经济市场主体6.3万户，新成长达到
独角兽标准的企业4家，在中国城市“双创”指
数评价中居全国第4。当前，成都新经济已从创
新走向应用、从概念走向实践，呈现出高速增
长、迅猛崛起的蓬勃势头。在成都看来，新经济
发展是一场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竞逐赛。

这也是成都新经济第一次重磅亮相香
港。为什么是香港？

事实上，这可以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
“为什么是成都？”

除了成都新经济的领先，双方城市定
位也决定了合作的必要。国家战略布局上
东西呼应，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
的核心城市，是东部面向世界开放的重要
门户，成都是国家成渝城市群的双核之一，
是向西开放开发的战略前沿，深化蓉港合
作有利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同时，双方在城市功能定位上相得益
彰。香港是享誉世界的国际金融、贸易、航
运和创新科技中心，成都正着力建强全国

重要的经济、科技、金融、文创、对外交往
中心和国际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独特
的城市分工将为两地带来更为广阔的合
作空间。

构建蓉港城市合伙人、发展共同体，已
成为两地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一方要借
船南下，一方要借路西行，香港可以为成都
新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投融资及专业服务
支援、技术和相关设备的支持，加强国际交
流，促进成都的国际化进程；成都成熟的配
套体系和区位优势，能够有力推动香港的
先进技术向内地转移和产业化，扩大香港
市场，降低企业成本。同时，蓉港合作也会
带动成都与香港的双向人才流动、科技融
合和协同创新。

“今天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我对‘少不
入川’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应该改成‘少应
入川’。”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讲完这句
话，台下响起阵阵掌声。

霍启文是香港青年创业代表，在他看来，
昨日的活动格外有意义，“大家都知道，互联
网带来高速发展，全球经济已经走向一体化，
新经济时代的出现，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
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激发了全民创业的浪潮。
面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更要有所作为，积极投
身到祖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霍启文表示，发展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蓉港合作优势良多，“香港和成都合作，能
发挥一国两制特殊制度的优势，利用香港所
长、对接成都所需。”

“我除了参与家族事业以外，三年前我也
踏上了创业这条艰辛的路。”霍启文表示，他
曾创立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其过程非常艰
苦，到目前我们的效益，与预期也有很大的差
距，可以说不是很成功。”

并不成功的经历为他带来经验收获，“青
年创业者要有应对新经济时代的洞察能力。
中国市场发展已经是三大叠加的时代，传统
行业、新兴行业和一些刚起步的未来行业同
行并进，这个庞大的市场不断快速发展，并经
历新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革，这些都将带来
新的商机和挑战。”

“在此次活动上，我看到了成都目前的发
展及未来的愿景。”霍启文举例说明，比如许
多互联网和创业公司纷纷落户到成都。2017
年成都还启动了含金量最高、惠及面最广、支
持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蓉漂”计划，“这
也是成都分享的一个政策，我相信这会吸引
众多创新人才加入成都。这些利好的政策就
连我和我的团队也被打动了。”

新经济
成都见

成都眼光新经济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

蓉港互补新经济

“借船南下”与“借路西行”

成都引力新经济

嘉宾道别热词：成都见

少不入川？
少应入川！

目前，成都
与香港已经在经
济、旅游等多方
面进行了合作。

贸易

香港是四川
第一大外资来源
地和第四大贸易
合作伙伴，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
川港贸易年均增
长20%以上。

投资

香港在川投
资设立企业5087
家，实际到位资金
529亿美元

四川企业备
案在香港投资设
立企业 166 家，
备案投资金额
11.95亿美元；

旅游

香港成都往
返每日有6个直飞
航班，2017年香
港来川游客人数
为43.9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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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对““少不入川少不入川””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这个词有了新的理解，，应该改成应该改成““少应入川少应入川”。”。——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

“川港澳活动周”报道组记者 叶燕 摄影
记者 王若冰 香港报道

“过去一年，
我们增长了近十倍”

《2018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质量报告》发布
成都排名全国第四

成都新经济发展专场推介会——走进香港：与会嘉宾被展示厅的内容吸引

“天府之国”
相约“东方之珠”：

一周年
成都为何高朋满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