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02
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

成都 为什么要打造

成都市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大会召开

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

11 月 20 日，成
都市先进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大会召开，
成都提出发展目标，
加快建设国家先进
生产性服务业标杆
城市、全球服务资源
配置战略枢纽、世界
服务经济优选城市。
三个定位，
均为
成都首次提出，
这也
是成都首次以先进
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题举行的高规格会
议。
新一个五年即
将起步，
此刻战略布
局恰逢其时。10 月
底，
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上通过的中
央“十四五”规划建
议被解读为更突出
制造业占比，
其中明
确提出了“推动生产
性服务业向专业化
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推动现代服务业同
先进制造业、现代农
业深度融合”。
而在市场端，
生
产性服务业已被业
内视为能使制造业
“点石成金”的领域，
有研究表明，
将生产
性服务业发展程度
提高 1%，制造业效
率 可 以 提 升
39.6%。

紧接01版 以明年联合国第二十
六次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和第十
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为契机，加大生态环境领域国
际合作。中方呼吁全面禁止非法
交易野生动物。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科学把
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
理念，
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
这将
为各国带来更多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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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同所有国家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
以对话弥合分歧，
以谈
判化解争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共同努力。
习近平最后强调，
“沉舟侧畔
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后疫
情时代的世界，
必将如凤凰涅槃、
焕发新生。
让我们携手努力，
共同
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共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峰会由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
国沙特国王萨勒曼主持。二十国
集团成员领导人、嘉宾国领导人
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领导人普遍积极评价今年3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
炎特别峰会以来国际抗疫合作取
得的进展，
强调面对疫情，
加强团
结合作至关重要，
二十国集团应在
国际抗疫和复苏经济方面继续发
挥引领作用。
加强疫苗国际合作，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重要协调
作用。
在防控疫情同时推进复工复
产，
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安全。
继
续实施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
维护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支持世界贸易
组织改革，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共
同营造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环境。
加强数字经济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合作，推动后疫情时代世界实现
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发展。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

成都地铁6号线、8号线
通过竣工验收
中欧班列

/新目标，源于新定位/ 适应新阶段的定位，打造枢纽城市和平台城市
成都此时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
展，稳稳卡在“十四五”开篇的关键时间节
点之前。走过“十三五”时期，成都从区域
性省会城市迈向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将
“十四五”时期确定为建设泛欧泛亚有重
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加快迈向
世界城市的新阶段。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要适应新阶
段的定位，打造枢纽城市和平台城市。
在此之前，在 2018 年 1 月，成都召开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大会。两年多来，政策
效应逐渐显现，有力支撑了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事实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个高频
讨论的热词，
已经火了小半年。
在“重回制造业”
的当下，
不光美国、
德
国等发达国家均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
业发展的支撑力量，
国内的上海、
深圳也在
朝着“两个 70%”的目标迈进，即服务业要
占到 GDP 的 70%，生产性服务业要占到服

务业的 70%。
苏州市在今年 7 月召开生产性
服务业推进大会，被外界视为突破地级市
“瓶颈”的关键性力量，上海也表示正在抓
紧研究编制《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十
四五”
规划》，
向服务性制造转型升级。
“未来的方向肯定是这样，但准一线
城市之间的 PK，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
特色，”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成都分所总
经理舒椿海认为，成都打造“生产性服务
业标杆城市”
，应当立足自身位置的优势。
“蜀道难”的成都区位优势何在？2013
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改变成都区位
形势，一跃成为我国向西向南开放的前
沿，其中铁路和航空运输是成都的优势所
在。中欧班列（成都）是国内开行数量最
多、运行频次最高、辐射区域最广、运输时
效最优的中欧班列，今年疫情以来，有力
支撑了成都外贸增长逆势加速，前三季度
同比增长 25.3%，增速全国第一。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常年吞吐量居全国第四，今年疫

情期间，起降架次一度冲上全球第一，自 6
月起，13 条“客改货”航线覆盖全球五大
洲，
以畅通国际航空供应链。
“成都可以通过增加密度、布局网络，
替代泰国曼谷等现行的洲际货运枢纽，”
戴尔科技集团全球副总裁、戴尔（成都）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耀华曾在成都市“十
四五”规划编制企业家和行业协会座谈会
上提出建议，建议成都建设匹配成渝“第
四极”经济地位的航空货运枢纽机场，去
分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机场的一杯羹。
明年 6 月将投入使用的天府国际机
场，让张耀华的建议离现实近了一步。在
这场会上，成都的目标比张耀华的建议走
得更远。会上提出加快构建面向“欧盟—
成渝—东盟”和“中东—成渝—日韩“两个
市场循环的现代流通体系，打造全球服务
资源配置战略枢纽。
从国家中心城市，到国际门户枢纽，
由辐射西部，
到经略全球。

/集约集中，汇聚力量/ 吹响号角之前，成都早已排兵布阵
若从此前的行动看，在这次大会吹响
号角之前，成都早已排兵布阵。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都产业园区从东
郊工业区起步，发展到遍布市域的 116 个
工业园区，再到整合为 21 个工业集中发展
区；从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
工业集中区 1.0 版本，到以优惠政策引导
和产业补贴吸引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的
高新区 2.0 版本。大而不强，是成都制造业
的短板，2019 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比重仅为 30.2%。
补贴过后，应当是市场自发的力量。
“要建立以潜在市场需求为牵引、以低成

本优良生态为优势，大力发展聚焦特定产
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要素、新
材料，为产业功能区企业赋能，为制造业
转型和新经济扩张提供持久动力。”今年 3
月召开的成都市产业功能区第六次领导
小组会议上提出。
成都市十三次党代会之后推进的产
业功能区，是成都产业园区的 3.0 版本。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它要求聚焦产业需
求强化生产要素集聚。从传统园区野蛮生
长的状态中破壳而出，产业功能区以主导
产业明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
的区域性组团去标定成都的产业优势。

今年在 66 个产业功能区里全面启动
建设的科创空间，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中集约承载，囊括了产业基础能力和公共
服务平台。从成都生产性服务业的现实情
况来看，聚沙成塔，放大了成都市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效果。
会议透露最新信号，成都的 23 个区
（市）县将审视产业结构和功能需求，把不
具备优势的产业功能区转换成以八大先
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业态的生产性服务业
产业功能区。
一个更科学、
更集约的要素供给新体系
拉开帷幕。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轨道集团获悉，11月20日，地
铁6号线和8号线迎来重大进展！6
号线一二三期工程、8号线一期工
程通过（初步）竣工验收。
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是全国
一次性开通里程最长的线路，6号
线一二三期工程线路全长
68.88km，北起于望丛祠站，南至
兰家沟站，
贯穿主城南北主轴。
开
通后可为2号线从犀浦站分担部
分客流，同时6号线与5号线交叉

形成环线，与路面一环路几乎重
合，能大大增加换乘的便捷性和
可达性。此外，6号线南段线路与1
号线南延线呈并行关系，可分担
部分南行客流。
成都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工程
线路全长29.1km，共设25座车站，
途经四川大学两大校区、东湖公
园、
理工大学等学校和景点人口密
集区域。开通后将给广大莘莘学
子、
沿线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便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寻找杜甫》民族音乐会蓉城上演
再现杜甫诗意诗境
“光耀千秋世，颠沛流离魂，
往事兴旺烟霭茫茫……”11 月 20
日晚，第 26 届“蓉城之秋”成都国
际音乐季的精品剧目之一：成都
乐团联袂重庆民族乐团演奏的
《寻找杜甫》民族音乐会，在成都
城市音乐厅隆重上演。
该剧自 2016 年首演以来，一
直由中央民族乐团和成都民族乐
团联袂演出，
深受好评。
而这一次
则呈现了成都乐团和重庆民族乐
团带来的成渝双城版。包括作曲
梁仲祺，指挥何建国、曹波，乐团
首席贺超波、王亚莉，男中音唐
填、男高音李浩仟、竹笛演奏汪
政、刘小行、古筝演奏陈姝羽在内
的成渝两地演奏家，一同带领台
下观众通过音乐和舞台场景去感

受杜甫的内在精神气质。
成渝双城，
山水相依、
文化相
连。
在第26届
“蓉城之秋”
成都国际
音乐季上，
成都乐团联袂重庆民族
乐团演奏的《寻找杜甫》民族音乐
会，
便是用音乐连接两座城市，
让大
家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寻找杜甫》
通过一首首精心打造的作品，
展现
了杜甫忧国忧民、
向往天下大同的
美好社会理想的伟大情怀。
与大家想象中“一间茅草屋，
一位仙风道骨、两鬓斑白的古人”
画面形象不同，
《寻找杜甫》以杜
甫的诗意和情怀为切入点，将中
国民族音乐与当代剧场表现手段
相结合，
在音乐中铺陈戏剧、在戏
剧中展现音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亚洲最美观景平台”
牛背山有望明年开放测试运营

中免新公司已完成登记注册

天府机场免税店真的来了

在成都，除了双流国际机场，还有
哪里可以入境免税“买买买”
？答案是：
成都天府机场免税店。天眼查专业版
数据显示，中免成都天府机场免税品
有限公司已于 11 月 17 日在成都东部
新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为 8000 万元。据此前中免集团透露的
消息，中免成都天府机场免税品有限
公司将负责经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出
境免税业务，
“目前公司确实已经完成
注册登记，下一步将组建专业团队，加
快推进天府机场免税店建设。”
在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核实此消息时，
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根据规划，
未来的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免税经营面积将超过 5000 平方米，
且将同时涉及进境、出境免税业务，免

记者了解到，四川机场旅客服务
真这两个重要因素外，
还因为其“一站
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为四川省机
式”
购遍全球好物的便利。那么，
在成
场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
都天府国际机场免税店建成开放以
比例为 95%，成都国际机场广告传媒
后，在 5000 平方米的购物空间内“买
有限公司持有 5%，后者同为机场集团
买买”
，将有哪些购物新惊喜？
旗下全资子公司。
股权链显示，
四川机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成都机场进
场旅客服务有限公司顶层股东为四川
境免税店一期烟酒店主要经营进口
省国资委。
烟、进口酒、国产烟、国产酒等烟酒业
“中免成都天府机场免税品有限
务，目前已 50 余个香烟品牌，以及约
公司将负责经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出
70 个酒水品牌入驻，单品种类达 400
境免税业务。
”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
多种。成都机场进境免税店二期香化
责任公司董事长彭辉一行此前到访成
店主要经营香水、彩妆和护肤品等进
都时曾透露了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免税
口香化业务，目前有 20 余个国际知名
店的建设规模，
根据规划，
未来的成都
品牌入驻。
天府国际机场免税经营面积将超过
而从刚刚登记注册的中免成都
5000 平方米，且将同时涉及进境、出
天府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
境免税业务，免税商品的种类也将进
看 ，除 了 货 物 进 出 口 、技 术 进 出 口
一步丰富。
（国 家 禁 止 或 涉 及 行 政 审 批 的 货 物
中国中免的一家免税店 图据官网
记者了解到，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和 技 术 进 出口除外）、食品经营（销
税商品的种类也将进一步丰富。
值得注
免税店也是中免集团在成都投资的第
售 预 包 装 食品）、烟草制品零售外 ，
意的是，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免税店也是
三个机场免税店项目。目前大众熟悉
其 销 售 类 别 还 包 括 珠 宝 首 饰 、服 装
中免集团在成都投资的第三家机场免
的成都机场进境免税店一期烟酒店于
服 饰、鞋 帽、钟表与计时仪器、日用
税店项目，从规划面积和经营范围看， 2017 年 9 月 30 日开业，面积为 172 平
品、针纺织品、化妆品、卫生用品、眼
也将是成都最大的机场免税店。
方米，也是四川省目前唯一一家口岸
镜（不含角膜接触镜）、箱包、家用电
进境免税店。而 2018 年 8 月 17 日开业
器、电 子 产 品、工艺美术 品（象牙及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的成都机场进境免税店二期香化店， 其 制 品 除 外）。由此能够看出 ，未来
面积为 282 平方米。成都天府国际机
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免税店在免税
经营面积将超 5000 平方米
场免税规划的经营面积超过 5000 平
商 品 的 种 类 上 ，将 远 远 丰 富 于 目 前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中免成
方米，这也意味着它将成为成都最大
成都机场进境免税店。
都天府机场免税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的机场免税店项目，又因其同时涉及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免税店的价格
为 8000 万元。从股东信息看，中国免
进境、出境免税业务，旅客在出境、入
是否会更具优势？据此前成都双流国
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大股
境时均可以选购免税商品。
际机场进境免税店二期店开业时透露
东”，出资比例 51%，认缴出资为 4080
的消息，
免税店的商品扣除了关税、进
销售类别增加
万元。另一股东为四川机场旅客服务
口增值税和消费税，价格会比国内同
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49%，认缴出资 “买买买”选择更丰富
款商品便宜 20%到 30%。
为 3920 万元。
旅客喜欢逛免税店，
除了低价、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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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背山景区效果图

作为川西精品旅游环线上的 “一核两心五片区”的功能定位，
重要节点，中国最美景观大道川
计 划 用 2-3 年 时 间 ，按 照 国 家
藏 318 线的重要构成，牛背山旅
AA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将牛
游景区让无数“驴友”
和摄影爱好
背山打造成集极致观光、艺术摄
者心向往之。
影、休闲娱乐、户外体验、乡村风
11 月 20 日，成都商报-红星
情、度假康养等功能于一体的国
新闻记者从四川牛背山旅游开发
际森林康养度假目的地和国际知
有限公司获悉，自今年 4 月牛背
名的山岳型生态旅游目的地。
山项目全面开工建设以来，一期
“牛背山项目自今年 4 月全
项目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面开工建设以来，目前一期项目
目前，牛背山景区相关组团已初
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四川牛
具雏形，计划在 2021 年上半年完
背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成各组团全部建设内容。
人告诉记者，目前牛背山景区相
届时，
牛背山景区 360°全方
关组团已初具雏形，计划在 2021
位观景平台、
精品酒店、
星空餐厅、 年上半年完成各组团全部建设内
生态露营区、
山顶艺术馆等旅游服
容。
同时，
牛背山二期项目也紧锣
务设施将初步建设完成，
并阶段性
密鼓进入策划、可行性论证等相
开放，
逐步展示在公众视野当中。
关工作阶段。据悉，按照建设进
记者了解到，
牛背山位于四川
度，预计明年牛背山景区 360°
省雅安市荥经县及甘孜州泸定县
全方位观景平台、精品酒店、星空
境内，
因山顶酷似牛背而得名，
最
餐厅、生态露营区、山顶艺术馆等
高海拔 3660 米。牛背山山顶可观
旅游服务设施将初步建设完成，
云海、日出、夕阳、佛光、星轨等自
并阶段性开放，逐步展示在公众
然美景，能远眺贡嘎、峨眉、瓦屋
视野当中。
山、四姑娘山、夹金山等蜀中名山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牛背山
大川，被誉为“亚洲最大 360°最
景区仍处于封闭施工阶段，四川
美观景平台”
，受到全国乃至全世
牛背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正全力
界驴友、
摄影爱好者的热烈追捧。
以赴进行景区道路等旅游服务设
按照《四川牛背山旅游区总
施建设，
“希望广大旅游爱好者和
体规划》，牛背山旅游区范围包括
户外爱好者通过官方途径了解牛
背山开发进度及开园时间，不要
牛背山、四人同、光头山（荥经部
盲目轻信除政府和牛背山公司以
分）三大自然山体，三合乡、冷碛
外的任何机构发布的不实信息，
镇、兴隆镇三个乡镇，涉及 10 个
切勿擅自登山。
”
行政村，总面积 394 平方公里，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心 景 区 面 积 90 平 方 公 里 。按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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