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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福布斯中国总编辑点评成都
懂创业，懂创新力

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城市乃至
国家的竞争力的重要标签。从当日
发布的“2019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
力企业榜”看来，成都的创新元素值
得关注：入围全球创新力榜单的医
疗健康企业当中，成都企业医联入
选，去年刚在成都落地微医全科中
心的微医亦在其列。

据悉，2019福布斯中国最具创
新力企业榜共涵盖14个领域，通过
对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创新价值，行
业领导力及企业的社会形象等进行
综合考量，对不同领域的发展现状、
竞争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针对该领域量身定制其特有的评估
体系及标准，选取每个领域中富有
创新力并持续成长的企业。

在医疗健康、制造领域中不乏

“成都元素”：例如柔性屏领域中，京
东方、华为入选；医疗健康领域中，
微医、医联入选。

医联于2014年在成都天府软件
园创业场启航，如今已是国内领先的
互联网医院。就在去年，医联宣布获
得10亿元D轮融资，融资后医联估
值超过10亿美元，跻身独角兽行列。

在此之前，京东方在成都上线
了生产柔性OLED的六代线；而华
为也在成都设立了数千人的华为成
都研究所。就在今年，两者还宣布将
在成都加大合作力度，华为旗舰手
机等智能终端将与京东方 AMO-
LED柔性屏展开合作，这标志着全
球最大的柔性显示基地之一—中国
柔性显示西南基地已经形成。

在解读该榜单时，福布斯中国
总编辑范鲁贤特意用中文点评了成
都的创新能力：懂创业，懂创新力，
首先要理解都市发展的条件。“成都
的特色是，拥有艺术、文化、科技和

管理能力的城市，这个少有的城市
特征，意味着成都在各方面都有好
的发展空间。”

视角/
近年来成都为啥多次上榜？

近年来，成都大力推进改革创
新和转型升级，已成为具有创新意
识且充满活力的中国最高科技中心
之一。因人才聚集、信息技术、交通
发达、产业链完整等方面表现出色，
2014 年，成都入选福布斯“中国大
陆最具创新力的 25 个城市”榜单；
2015 年，成都入选福布斯“创新力
最强的30个城市”榜单。

而在去年，福布斯中国又授予
成都“2018福布斯中国创新城市特
别贡献奖”，评价词提到：“近年来，
成都在创新领域所作出的各种努
力，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创造力和想
象力。”

范鲁贤对成都的创新创业环境
如数家珍。他甚至还了解到成都“三
城三都”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在建
设国际音乐之都中，成都特色是发
展的基础。

成都的特色还不止于此——去
年新增新经济企业4.1万户，同比增
长19%，其中有245家新经济企业获
得各类投资共计170亿元人民币。创
业企业的出现对城市创新力有何影
响？范鲁贤提到，2019福布斯中国最
具创新力企业榜中，有三分之一的
上榜企业成立于2014年，“创新的力
量，对于创新的推动非常有力。”

福布斯环球媒体控股有限公司
副主席迈克·佩里斯亦在评价成都
营商环境时说，“成都如川菜一样融
汇众家之长”。他表示，善于吸收、敢
于创新，正在推动成都新经济呈现
出高速增长、迅猛崛起的大好势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邹
悦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将与欧盟合作
国际城镇项目

6月11日，作为2019成都全
球创新创业交易会的子活动之
一，中欧智慧城市与技术创新论
坛在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中国-欧
洲中心举行。

现场，中欧区域经济合作示范
平台正式启动。记者获悉，成都高
新区将深入对接欧盟国际城镇合
作项目，深化与欧洲区域的全面合
作，推进中国-欧洲中心建设成为
中欧区域经济合作示范平台。

欧盟国际城镇合作项目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欧区域经济合作示
范平台将助力中欧城市间进一步
深化合作。“在中欧区域对话合作
机制下，欧盟国际城镇合作项目将
继续推动中欧城市间在可持续发
展领域展开更加务实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中欧关系进一步深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6 月 11 日，由中国（深圳）综
合开发研究院编制的第 3 期“中
国‘双创’金融指数”（以下简称
IEFI）正式在 2019 成都全球创新
创业交易会上发布。成都的双创
金融发展综合排名全国第 5，得
分增长排名第1。

本期 31 个金融中心城市的
双创金融发展综合排名前十强城
市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
成都、杭州、苏州、重庆、南京和西
安。北京、深圳和上海继续稳固

“双创”金融发展领先地位优势，
这三者无论是金融支持“双创”的
力度和广度，还是自身所具备的

“双创”基础和实力，均是国内城
市发展标杆。

从综合实力增长来看，得分
增长前三甲城市分别是成都、西
安和北京。其中，成都本期综合得
分增长排名第 1，连续两年快速
增长，一举超过杭州，跃居全国第
5，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第
4，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
3，位居中西部地区第 1。西安则
是上期得分增长冠军，本期以得
分增长亚军的身份，实现快速崛
起，首次跻身全国十强行列。

本期IEFI还对31个城市“双
创”金融发展的特色亮点进行了
深入挖掘，在社会关注度高的重
点领域评选出一系列十佳城市。
其中，北京、深圳、广州和成都将
6项十佳榜单收入囊中。

零售：盒马鲜生、拼多多、小红书、
永辉超市、掌贝

物流：菜鸟网络、德邦快递、
丰巢科技

大文娱：爱奇艺、腾讯动漫、
网易云音乐、阅文集团、
字节跳动

柔性屏：京东方、华为
在线教育：VIPKID、一起教育科技、

猿辅导、作业帮
云计算：Ucloud、阿里云、深信服
机器人：大疆创新、科沃斯、

新松机器人、亿嘉和
智能家居：海尔、小米科技、

紫光物联
AI服务商：寒武纪科技、科大讯飞、

启明星辰、商汤科技、
云从科技

金融科技：蚂蚁金服、微众银行
区块链：布比区块链、趣链科技
医疗健康：复宏汉霖、联影医疗、

迈瑞医疗、平安好医生、
微医、医联

智能驾驶：百度阿波罗、飞步科技、
图森未来、小马智行

新能源汽车：威马汽车、宁德时代

国际朋友圈
聊一聊发展

“ ”

2019 成 都 国 际 友 城 市 长 创 新 论 坛 昨 日 举 行

怎样让城市保持持久
的发展动力，怎样让城市
的居住者感到幸福而快
乐？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韩
国大邱市市长权泳臻先从
大邱的产业结构创新说
起。“与成都一样，大邱正
处于轻重工业生产基地转
型、产业结构创新的过渡
期。目前大邱已经兴起了
一批以知识产业和制造业
为主的实力企业，并正在
打造机器人产业、未来型
汽车产业、水产业、新能源
产业、医疗卫生产业以及
人工智能“5+1”现代产
业，“我想这也是面向未来
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

据悉，权泳臻还将于
12 日为大邱市赠送成都
天府绿道的“大邱苹果”雕
塑揭幕。“之所以用苹果这
个主题，”权泳臻告诉记
者，“一方面因为大邱是韩
国首个引入苹果种植的城
市，自古有‘苹果城’的美
誉；另一方面，我们觉得

‘苹果’这个意象象征着改
变世界，就像牛顿跟苹果
树的故事。”

在以色列有这样一个说法：你在特拉维
夫扔一块石头，很有可能会砸中一个创业
者。这是真的吗？创新和发展，将为城市发展
带来哪些变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议员加尔·沙拉比·达马。

“特拉维夫只有52平方公里，但我们拥
有世界上人均最高的创业率，在每290个居
民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创业。2010年的时候，
我们只有16%的有经验的创业者，但是2016
年上升到了27%。”在加尔·沙拉比·达马看
来，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增长潜能，首先以
色列是一个创新国度，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才，他们使以色列的经济市场具有活力，同
时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而特拉维夫把自己
定位成一个创新国度的创新城市，可以说拥
有以色列最具活力的创业市场，50%的创业
者都非常年轻，拥有非常强大的动力。事实
上，在特拉维夫还有创业的孵化器或者是集
中地，甚至有一个具有特殊才能、掌握着新
的技术、有着包容精神的创业阶层，同时有
上千年的文化，拥有自己的包容性，在良好
的创业生态下是最适合创新和创业的。

韩国
大邱市市长权泳臻：

专程送成都
一个“苹果”

要把创新成果转化成实实在在的
经济效益，离不开能够大量吸引外资和
外智的国际营商环境，被称为“机会之
城”的美国奥斯汀有自己的独到经验。

美国奥斯汀市议员卡特琳·多佛
表示，奥斯汀被称为世界移动的博物
馆，城市发展有很多的孵化器，有很多
的创新者在支持城市的发展，奥斯汀
也有很多非常棒的技术。在她看来，奥
斯汀和成都有很多的共同点，喜欢尝
试新的事物、非常的开放，非常的有创
造力，也非常的看重可持续性，“非常
的荣幸能够来到成都，也非常荣幸能
够作为奥斯汀第一个代表团来到成
都。”谈到奥斯汀和成都的合作机遇，
她认为未来合作的前景非常广，尤其
是在教育、经济、文化和创新领域。

事实上，对于创业创新的城市
来说，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需
要更好的协作，充满活力，这都是营
商环境的体现。会展业被视为目前
正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产业，同时
会展业也是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以
外，当前许多城市拉动国民经济发
展、吸引外来投资的抓手，土耳其伊
兹密尔是其中的佼佼者。

“伊兹密尔一直以开放的姿态
与世界各地合作，特别是我们非常
著名的伊兹密尔国际博览会。”土耳
其伊兹密尔副市长穆斯塔法·奥佐
斯路表示，位于丝绸之路的伊兹密
尔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城市，“一带
一路”倡议也给伊兹密尔带来了繁
荣和机遇。“目前，我们把可持续城
镇化列入了工作的重心，希望可以
解决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核心挑
战，同时实现关键目标。”穆斯塔法·
奥佐斯路希望在未来可以进一步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2021年，我
们要成为一个更加智慧的
城市，并且来证实我们能
够有切实可行的技术，能
够发展我们的创新创意产
业。”墨西哥梅里达市长雷
南·巴雷拉带来了打造智
慧城市的方案。

智慧城市首先是绿色
而清洁的。雷南·巴雷拉表
示，梅里达市已被评为墨
西哥空气质量最好的城
市，而根据世界空气质量
网站发布指数，该市排名
达到世界第六。

为达到这样的成果，
梅里达市进行了技术的研
究和城市发展策略的抉择
——坚持朝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前进，实施绿色基础设
施建设计划；为优化能源结
构，对新能源实施税收激励
政策，如给太阳能公司税收
补贴；并对民用的住宅进行
能源分析，支持天然气网络
的建设。此外，梅里达市不
断推进城市森林文化发展，
对种树的家庭给予5%房产
税的折扣。

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成都元素闪耀

福布斯这张榜单里的成都
懂创业，懂创新力

在全球化4.0时代，如何进行全球合作？关于“创新与城市发展”，发展阶段、
发展进程、发展方式各有不同的“国际朋友圈”市长们怎么看？在“2019成都国际
友城市长创新论坛”上，来自比利时、荷兰、新西兰、波兰、韩国、美国等22个国
家的25个成都国际友城、友好合作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以及世界智慧可持续
城市组织（WeGO）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论坛围绕2019成都全
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主题“新经济 新生态 新场景”，以“创新与城市发
展”为话题，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各自城市在创新与发展历程中的
经验做法。

以色列
特拉维夫市议员加尔·沙拉比·达马：

构建良性创业生态
美国

奥斯汀市议员 卡特琳·多佛：

城市发展需要孵化器

土耳其
伊兹密尔副市长穆斯塔法·奥佐斯路：

抓住“一带一路”机遇

墨西哥
梅里达市长雷南·巴雷拉：

打造更智慧的城市

■■如何让城市如何让城市
的居住者感到的居住者感到
幸福而幸福而快乐快乐？？

■■如何如何让创新保让创新保
持持续持持续的活力的活力？？

■■如何如何平衡平衡““创创
新新””与与““传统传统””之之
间的关系间的关系？？

■“智慧城市应该为所
有的市民服务，城市要
与市民互动，市民应该
处于所有场景的中心。”

■“特拉维夫只有52平
方公里，但我们拥有世
界上人均最高的创业
率，在每290个居民当
中就有一个人在创业。”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
长期的社会经济效应，
打造结构性增长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实习记者 曾那伽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答

2019福布斯
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

双创金融指数：
成都排全国第5
得分增长拿冠军

政策支持力度十佳城市
成都、深圳、北京、广州、大连、
上海、厦门、南京、苏州、郑州

创新创业人才十佳城市
广州、成都、重庆、郑州、深圳、
西安、武汉、杭州、北京、长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本土企业 医联
于2014年在成都天府软件园创

业场启航，如今已是国内领先的互联
网医院。就在去年，医联宣布获得10
亿元D轮融资，融资后医联估值超过
10亿美元，跻身独角兽行列。

落地企业 微医
微医的前身是2010年成立的

“挂号网”，2018年在成都落户的微
医全科高新中心是微医推出的连锁
实体医疗机构，为个人、家庭和企业
提供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一站式
健康维护和医疗服务。

合作企业 京东方 华为
此前，京东方在成都上线了生产

柔性OLED的六代线；而华为也在成
都设立了数千人的华为成都研究所。
今年两者还宣布将在成都加大合作力
度，中国柔性显示西南基地已经形成。

迈普集团总裁花蕾迈普集团总裁花蕾、、医联创始人兼医联创始人兼CEOCEO王仕锐王仕锐、、摄影师陈萧伊摄影师陈萧伊、、实习僧联合创始人陈俊宇……实习僧联合创始人陈俊宇……1111日下日下
午举行的午举行的20192019福布斯中国创新峰会上福布斯中国创新峰会上，，当谈到成都印象当谈到成都印象，，福布斯中国首席执行官李思卫提到了这些名字福布斯中国首席执行官李思卫提到了这些名字。。

他们被李思卫称作成都的新生力量他们被李思卫称作成都的新生力量，，曾先后入选了福布斯中国曾先后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30岁以下精英榜岁以下精英榜。。而在当日峰会现而在当日峰会现
场场，，福布斯中国还发布了福布斯中国还发布了““20192019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福布斯中国最具创新力企业榜”，”，其中其中，，入围全球创新力榜单的医疗健康入围全球创新力榜单的医疗健康
企业里企业里，，既可以发现成都企业医联的身影既可以发现成都企业医联的身影，，去年刚在成都落地全科中心的微医亦在其列去年刚在成都落地全科中心的微医亦在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