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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 华 社 电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10月末，
社保卡持卡人数
已达到13.29亿人，覆盖我国
94.9%的人口。
其中，
电子社保
卡申领总数已突破3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通过电子社保卡，可在网

上办理社保关系转移、
养老金
测算、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
记、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40项
全国性社保服务。此外，电子
社保卡的移动支付功能，
已在
27省的224个地市支持就医购
药扫码结算，
在22个城市开通
银联乘车码，
市民可用电子社

保卡扫码乘车。
目前通过常用
的App、小程序等，即可找到
电子社保卡线上服务。
这些渠
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电
子社保卡小程序，
掌上12333，
工、
农、
中、
建、
交、
邮储、
招商、
平安等各大银行，以及支付
宝、
微信、
云闪付等。

阴天 6~10℃ 北风 2~4级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中国将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1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
一 阶 段 会 议 并 发 表 题 为《勠 力 战 疫
共创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
团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
多边主义、开放包容、互利合作、与时
俱进，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球
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中国愿
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
处、共同发展，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面对人类正在经历
的百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二

十国集团迅速行动起来，引领了全球
抗疫合作和恢复经济的方向。
当前，
疫
情仍在蔓延，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受到冲击。
我建议，
二十国集团在
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力。
第一，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
首先
要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流合作，
并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支持世界卫
生组织协调整合资源，公平有效分配
疫苗。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合作，
努力让
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
公共产品。
第二，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

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恢复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畅运转，探讨
重要医疗物资贸易自由化，便利人员
有序往来。希望更多国家参与中方提
出建立的健康码国际互认机制。支持
二十国集团继续就便利人员往来和
货物流通开展机制化合作，搭建全球
合作网络。
第三，
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
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
展动能。加强数据安全合作和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为各国科技企业创造公
平竞争环境。
解决数字经济给就业、税
收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带来的挑战，弥

合数字鸿沟。
第四，
实现更加包容的发展。
中方
克服困难，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
倡议，
支持延长缓债倡议期限的决定，
并将对确有困难的国家加大缓债减债
力度。
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中方已
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
会，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妇女事业发展
贡献力量。中方支持联合国明年举办
世界粮食峰会，倡议适时召开国际粮
食减损大会。
习近平强调，二十国集团应该遵
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多边主义，
坚持开放包容，
坚持互利合作，
坚持与

时俱进，在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和全
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引领作用。
第一，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应该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
地位，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
持联合国更有效地凝聚全球共识，动
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发挥更
大作用。
第二，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架
构。
要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促进自
由贸易，
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维
护公平竞争。
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提高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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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尚之都
成都，第一

成都，
潮在何处
最多书店
成都拥有3522家书店，数
量比排名第二的城市沈阳
多出近1.5倍

文艺之城

“成都综合实力最强，位居第一名。它在时尚文化魅力方面，
特别是以‘后浪’一辈为核心的青年酷文化力上独领风骚。”这是
《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中提及成都的评价。
11月21日，康泰纳仕中国旗下时尚产业媒体Vogue Business in China在成都发布2020《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
报
告显示，成都位居第一。该报告是行业首份城市调研指
数型报告及城市指数结果，
旨在以全新视角重新定
义中国城市
“时尚力”
，
描绘除了北京、
上海、
广
州和深圳之外的中国新一代城市的时尚
图景，为产业从业者制定未来的商业
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参考。

最多咖啡店
成 都 拥 有 4815 家 咖 啡 店 ，
其中，
“服装+咖啡”的模式
尤其吸睛

最多文化打卡地
据新抖平台数据显示，
在“城
市艺术人文类目的地打卡人
数”统计中，
排名前两百的全
国打卡地有16个来自成都，
成都以655万+的成绩居打
卡次数之首
成都的时尚潮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姓名 图据《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

成都居榜首

时尚文化呈现
“对外输出”
能力

汉服爱好者游锦里 摄影记者 王效

仙人掌音乐节现场

成都的时尚具体体现在哪些
方面？
在时尚消费实力方面，
报告显
示，
成都在衣着、鞋履消费方面仅
次于两大北方城市，
排名第三 ;而
在线上时尚消费方面表现非常突
出，
在消费人群、消费力和奢侈品
消费力三项指标上均排名第二，
足
见成都人对于时尚消费的偏好。
一个城市的居民是否“愿意
为时尚买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他们的时尚消费意识强弱。成
都人对于新鲜事物、新潮时尚趋
势以及美和快乐的追求，让他们
愿意将很大一部分的日常支出花
在时尚上面。
在时尚商业潜力方面，成都
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商业地产方面
表现优越，
在品牌入驻方面，
成都
受到品牌方的一致青睐。
其中，
一
线奢侈品牌和小众集合店两项排
名第一，高端品牌排名第三；此

外，
在首店经济影响力方面，
成都
在所有候选城市中排名第一。
记者注意到，成都的“买手
店”也是一大亮点。报告显示，选
品的多样性、趣味性以及空间陈
设的高端概念性，让买手店为新
一代年轻消费者提供了崭新的选
择。一个区域买手店市场的发展
和成熟象征着其时尚消费者和经
营者品位和认知体系的成熟，更
体现城市在时尚消费方面的先锋
性和影响力。在如今知名的国际
时尚之都诸如巴黎、伦敦、纽约、
东京等，都有让全球时尚人士趋
之若鹜的买手店铺。从所有候选
城市买手集合店的开店情况来
看，成都和杭州拥有最多门店数
量，以上两座城市在该评估维度
的突出表现与其高速发展的经济
水平和超前消费观念息息相关。
特别是成都的一些买手店在全国
范围内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

钟书阁融创茂店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在时尚文化魅力方面，值得
一提的是“酷文化力”。酷文化概
念，用于诠释“后浪”这个群体所
呈现出的文化属性，并且进一步
分析这些年轻人如何影响和塑造
各个候选城市的时尚文化气息和
氛围。
报告认为，
“后浪”
一辈将会
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时尚产业
的格局和走势，并且对于全球时
尚市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酷文化领导力而言，成都
独领风骚，几乎在所有细分领域
(嘻哈、潮鞋、电竞、电音、汉服、二
次元、潮玩)均排名第一，仅在古
着方面排名第二。

简单来说，成都有最多潮鞋
热爱者，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
有货Yoho! 平台上，成都的潮鞋
销量排名第1位 。成都是“汉服”
聚集地，成都有68849位汉服热爱
者，全国Top50城市中的同袍人
数第1位；小红书平台上汉服关键
词笔记篇数城市排名第1位。成都
还有最热血的舞文化。成都有396
家街舞培训机构，2019年街舞赛
事单场规模Top榜第1位，
《这! 就
是街舞》、
《热血街舞团》背后厂牌
分布第1位……这些，都表现出成
都时尚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以
及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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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拥有3000余酒吧和夜
店、750家KTV，是所调研
城市中这两项休闲娱乐设
施最多的

最热血的舞文化
成都有396家街舞培训机
构，
2019年街舞赛事单场规
模Top榜第1位，
《这！
就是街
舞》、
《热血街舞团》背后厂
牌分布第1位

最强的音浪
在 所 调 研 城 市 中 ，成 都 在
“2019 年 举 办 电 子 音 乐 频
次”中排名第1位，全国知名
Livehouse盘点第1位

最多潮鞋热爱者
2019年全年，
有货Yoho!平
台上，成都的潮鞋销量排名
第1位

最多复古风热爱者

酷潮之城

潮鞋、街舞、汉服……
成都是“酷文化力”
领军城市

动感之城

“在过去的十年间，绝大多数的时
尚品牌都已经攻下了
‘北上广深’
四个
消费力大城市，为了做好下一步的扩
张，则必须真正了解中国这个幅员辽
阔、人口稠密、文化多元又复杂的广大
市场。”Vogue Business in China的编
辑总监包益民说，因此Vogue Business in China将本次报告聚焦于‘北
上广深’以外的城市，以帮助品牌们进
一步了解下一梯队、同样拥有强劲消
费实力及时尚潜力的城市。
《 新 时 尚 之 都 指 数 报 告 》由
Vogue Business in China与全球知名
咨询机构安永-博智隆（EY-Parthenon）合作，按照“时尚消费实力”、
“时
尚商业潜力”
、
“时尚文化魅力”
、
“时尚
创新人才力”和“时尚发展力”这五大
一级维度，对成都、重庆、西安、沈阳、
杭州、武汉、南京、长沙、厦门、天津、青
岛、大连这12个中国城市进行了深入
的案头调研和数据分析。最终，成都、
杭州和重庆的综合指数在2020年度名
列三甲，成都位居榜首。
报告中称，2020年，世界对成都的
认知不再停留在中国“国宝”熊猫的故
乡 ，这 座 城 市 有 了 一 个 国 际 化 的 雅
号 ——“成姆斯特丹”(即“成都”+荷
兰文化之都“阿姆斯特丹”)。成都的时
尚潮流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姓名:“太
古里街拍”在境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年
轻人的穿搭开始被西方同龄人所认可
和追捧。这一切都标志着成都时尚文
化的发展和成熟，并逐步呈现出了“对
外输出”的能力。
在本次排名中，成都以9.3的总分
位列榜首，并在“时尚消费力”、
“时尚
商业潜力”
、
“时尚文化魅力”三个维度
上排名第一。
这是一座经济、商业和文
化软实力并重的城市，并且在培养年
轻 一 代 时 尚 消 费 者 、耕 耘 青 年 潮 流
“酷”文化上走在了中国的最前端。

最丰富的夜生活

首店经济影响力居首
买手店亮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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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平台上，成都的“古
着+城市名”关键词笔记篇
数是第1位

最多“同袍”聚集地
成都有68849位汉服热爱
者，全国Top50城市中的同
袍人数第1位，
小红书平台上
“汉服”关键词笔记篇数城市
排名第1位

最富潮玩文化
泡泡玛特实体店（含自动售
卖点）第1位，小红书平台上
“潮玩”关键词笔记篇数城市
第1位

……

红星新闻
APP

红星新闻
微信

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第三，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携
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
字发展环境。
中方提出了《全球数据安
全倡议》，愿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
字治理规则。中方倡议适时召开人工
智能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
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
康发展。以开放和包容方式探讨制定
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原则。
第四，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
力。
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作用，
推进全
球疾病大流行防范应对，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 紧转02版

成都前10月
经济
“成绩单”出炉
外贸同比增长24.5%

2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统计局获悉，今年1～10月成
都市经济运行情况已经出炉。
从工业生产情况看，前10月，成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
增速高于全国、全省2.3、0.4个百分点，
较前三季度提高0.6个百分点。按轻重
工业分，轻工业增长2.2%；重工业增长
5.2%。从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
长0.5%，集体企业下降19.2%，股份制
企业增长2.4%。分行业看，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业增长13.2%，食品、饮料及烟
草产业增长5.6%，
汽车产业增长1.5%。
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1～10月
份，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5%，
增速与全省持平，较前三季度提高0.7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投资下
降6.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7%，其中
工业投资增长1.9%；第三产业投资增
长11.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经济投
资增长16.3%；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
4.6%，其中民间投资下降3.1%。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长10.9%。
从消费品市场 情 况 看 ，1～10 月
份，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94.3
亿元，同比下降3.7%，增速高于全国、
全省2.2、0.2个百分点，较前三季度提
高1.0个百分点。按经营单位所在地
分，实现城镇消费品零售额6252.1亿
元 ，下 降 3.8% ；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242.2亿元，下降1.5%。按消费形态分,
餐饮收入实现892.3亿元,下降4.1%;商
品零售实现5602.0亿元,下降3.6%。居
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3.2。
从对外贸易情况看，1～10月份，
成都外贸进出口总额5922.6亿元，同
比增长24.5%。其中，出口总额3389.0
亿元，增长25.8%；进口总额2533.6亿
元，
增长22.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实习记者 王培哲

成都
“一夜入冬”
今迎
“小雪”节气

21日，成都“一夜入冬”，开启了冷
模式。断崖式降温让不少成都人把围
巾、秋裤都安排上了。据@成都气象消
息，21日上午11点均温13℃左右，较前
一日下降2.2℃，夜间最低气温会降到
6~7℃。
据四川气象预报，
周日到下周初，
南方气温将达到低谷，
成都白天气温将
不会超过10℃。今天白天，盆地各市阴
天有小雨，
西部、北部高海拔山区有雨
夹雪；
川西高原大部及凉山州北部阴天
间多云有阵雪（雨），
其中川西高原北部
有中到大雪，
攀西地区其余地方晴。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
北京时间11
月22日4时40分将迎来
“小雪”
节气。
此时
节，
随着冷空气的到来，
气温急剧下降，
天气变得寒冷干燥，
菊萎东篱，
叶落满
街。
历史学者、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澍伟
介绍，
进入
“小雪”
节气后，
应迈开双腿，
适度户外活动，
加强锻炼，
多晒太阳，
以
壮阳气；
规律生活，
保持个人良好卫生习
惯；
养生保健宜遵循
“小雪清肠”
原则，
食
材以清火降燥，
化滞消积，
温中益气，
滋
阴补肾为主，
荤素搭配，
合理饮食。
综合@成都气象、
四川气象、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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