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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在行动

参会嘉宾

升级消费 合力快跑

全市协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重庆如何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专家学者掀起头脑风暴

重庆，这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文
化古城，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从“中
国繁荣城市”到“全国十大美好生活城
市”“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现
在又将目光投向了三大经济驱动力之
一的消费。

2019年 12月 27日下午，“培育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共话商业转型
升级——新消费时代下重庆城市商
业发展研讨会”在重庆日报报业集
团大厦举行。政府相关部门领导、
权威经济专家、业界精英代表等10
余位嘉宾围绕“国家消费中心城
市”、“消费升级”、“商业转型升级”
等关键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潮
碰撞，为加快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贡献智慧和力量。

基础牢条件好
消费市场优势显著

“重庆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会上，重
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详细介绍了
重庆的基础优势。他表示，从重庆的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情况来看，重庆有
一定的消费体量与消费需求，消费潜
力巨大。

同时，重庆正大力推进内陆开放
高地建设，构建互联互通新格局，为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了很好的基
础。加上城市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
的国际友人来到重庆，能够提升国际
化消费水平。

“不管是从历史、现实，还是从未
来看，重庆确实具备优势。”重庆市综
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看来，重庆
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包容开放的人

文精神，是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
从区位上来看，重庆处于西部大开发
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联结点，正建设现代化大都市，
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的“国际”
相契合。

龙湖集团副总裁、重庆龙湖总
经理崔恒忠表示，北京华联的年销
售额已经超过 140 亿元，成都太古
里在 60 亿元左右，重庆北城天街
只有 30 亿元，这充分说明重庆扩
大消费的空间还非常巨大。随着
重庆人口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的迭
代，将会给这个城市的未来消费带

来很大机会。

在消费供给端下功夫
盘活优势资源

拥有良好的消费基础、巨大的消
费空间，重庆应如何将这些优势“盘
活”？

在彭和良看来，目前，重庆消费的
短板在于有效供给不足，未来应该通
过供给端改革，在消费载体、消费业态
和消费模式上不断创新，以此来满足
不断升级后的消费需求。

“接下来，商务委将改造提升中央

商务区、城市核心商圈等消费载体，构
筑国际化的消费平台。同时，加快消
费品牌集聚，引入一些国际大牌、打造

‘首店经济’。还将培育一批重庆有知
名度、有影响力的生产企业，特别是消
费品工业产品，推动消费的发展。”彭
和良说道。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廖成林认为，目前多个城市都在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应考虑错位
竞争，突出重庆优势。

“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在‘国
际性’上多下功夫，尤其是要充分利用
中欧班列（重庆）和陆海新通道两条国

际物流大通道。”重庆市沙坪坝区物流
办公室党组书记李波说。

九街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冉巍认
为，重庆应该把握重庆作为旅游热门
城市的边际效应，针对旅游人群设计
一些特定的消费产品，通过增加有效
供给，提高来渝游客的消费额。

关注消费新需求
用新技术赋能新消费

想要开掘好国际消费这座“金
矿”，消费者的新需求不容忽视。

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胡伟分享了一组数据，在马上
消费平台上的1亿多用户中，22岁至
28岁的年轻人占了八成，他认为应该
在激活年轻人的消费潜力上狠下功
夫。

“年入10万元的年轻人可能比年
入100万元的中年人更有消费潜力。
收入高，不一定有消费意愿和消费的
时间。”龙湖商业华西一区总经理张玺
也认为，要抓住年轻消费群体，“我们
比较看重25岁到40岁的年轻人，大
部分年龄段是从80后到95后，他们
有消费认知、消费实力和消费频次。”

戴德梁行重庆总经理魏晓龙观
察到，重庆各类型的消费场所特别是
文化类消费场所数量在不断攀升，美
术馆、博物馆等场所在全国来看数量
都非常靠前。他认为，消费力挖掘有
赖于这些不同的消费场景，未来需要
更多类型的消费场景出现。而且重
庆文化软实力排名靠前，文化保护遗
产数量较多，打造文化类产品是一大
优势。

为什么重庆的博物馆、美术馆等
文化类场馆越来越多？在博众城市发
展管理研究院院长阎占斌看来，人们
的消费已经从硬件消费转向文化、情
感和精神消费，应关注这些方面的消
费需求挖掘。

除了消费市场，廖成林提到还应
注意技术的协同发展，“不要单一地追
求线下的、传统形式的消费方式，要思
考在5G商用时代、智慧产业的背景
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存在形式、表
现形式，以及如何与未来市场接轨。”

唐勖

2019年12月23日，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的实施意见》，对重庆加快建
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提出了10大工程30个方面
的任务。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市
级相关部门都有哪些举措？

近日，市商务委、市文旅委、市政
府外事办、市体育局等部门从深入实
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文旅融合推动
文化旅游消费、加快建设中西部国际
交往中心、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着手，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打造。

定目标明责任
多方协作机制不断完善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消费促进
工作，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
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创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
了《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
发居民消费潜力主要举措及责任分
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主要举措
及责任分工和重庆加快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的总体思路、建设目标、
主要任务、保障措施、责任分工。并
将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分别纳入市政府专项考核，
对市商务委、市发改委、市文化旅游
委等部门实行目标考核，构建形成了
市委市政府领导、各级各部门合力促
进消费升级的工作格局。

市商务委制定印发了《重庆市
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和有关配套政
策文件；市发展改革委牵头拟定出
台了《重庆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
作方案》；市文旅委设立全域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公布第五批 4个市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15家单位为市级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市体育局发展体育产
业，繁荣体育消费，全年举办市级大
型群体赛事活动70余场次；市统计
局探索总消费统计体系，新培育限
上商贸企业204家。

各区县则围绕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大胆探索、创新突破。如渝中
区改造升级解放碑步行街，发展首店
经济；江北区以大九街为中心，大力
发展夜间经济；万州、沙坪坝、渝北等
区县通过参与夜市文化节、电商爱心
购等系列促消活动，推动社零稳步增
长。

强消费稳增长
发挥重要引擎带动作用

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消费
水平和消费潜力是第一位，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则是表现消费需求最直
接的数据。

近年来，市商务委积极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发挥消费基础性作
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决策部署，
按照商务部和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
安排，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
领，持续深入推进消费升级行动计
划，促进消费品质能级提升。通过推
进实体零售创新转型、推进进口商品
分销体系建设、发展跨境电商等，全
市消费供给不断提升；通过加快发展
夜间经济、品牌经济、会展经济等，消
费支撑不断发力；通过提升中央商务
区产业能级、加快步行街改造提升、
打造特色商业街、引导商品市场向平
台化方向转型、发展电子商务等，消
费平台不断健全；通过精心组织开展
消费促进季活动，消费活动不断助
力；通过开展审批标准化建设、实施

商贸行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等，
消费环境不断优化；通过引导离境退
税商店提高国产、渝产优质产品经营
比重，稳妥推进文化旅游、健康医疗、
休闲娱乐等消费领域和相关服务业
对外开放等，促进消费机制不断完善
……

据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重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全国前十
大城市第四位。另据重庆市统计局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全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64.34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6%。

“当前，消费已成为全市稳增长
的重要引擎。”重庆市商务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

五大名城十大工程
商外文体多部门协同发力

如何占居全球有影响力的消费
制高点，重庆市政府在《关于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的实施意见》中提
出，重庆将加快建设国际购物名城、
国际美食名城、国际会展名城、国际
文化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并
提出将深入实施10大工程30个方面
的工作任务。

围绕目标任务，各部门具体如何
实施？

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市政府文件关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重点任务分工，市商务委将在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积极牵头会同市
级有关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围绕
消费供给优化、消费平台优化、消费
环境优化、消费支撑优化四个方面，
统筹协调推进相关工作，不断完善沟
通协作机制和政策促进机制，推动形
成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强
大合力。同时，根据部门职能职责，
一方面围绕国际购物名城、国际美食
名城、国际会展名城建设，深入实施
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工程、国际消费
品牌集聚工程、“渝货精品”培育工
程、特色餐饮及特色家政等服务消费
提升工程、国际消费融合创新工程、
国际会展提升工程；另一方面积极促
进商旅文体融合，协同推进国际文化
名城、国际旅游名城建设，合力推进
实施国际消费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国
际消费环境优化工程、国际交流合作
深化工程、国际消费营销推广工程。

其中，国际消费集聚区打造工程
重点是打造国际消费核心区、打造国
际消费商圈及特色商业名街名镇；国
际消费品牌集聚工程重点是打造国
际品牌首选地、世界消费品超市；“渝
货精品”培育工程重点是传承振兴老
字号、培育“重庆造”品牌、加快非遗
生产性保护基地建设等；提升特色餐
饮消费重点要提升“重庆火锅”“渝
菜”“重庆小面”等品牌的国际影响
力，挖掘各区县美食文化，同时引进
国内外知名餐饮品牌、特色美食，打
造国际美食名城，提升特色家政服务
消费重点是支持家政企业完善服务

网点、培育服务品牌，推进行业信用
体系和标准体系建设，推动家政服务
业便利化、品质化发展；国际消费融
合创新工程重点是推进零售业创新
转型、推进商品市场平台化发展、推
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国际会展提升
工程重点是培育引进国际展会、打造
特色消费节庆活动。

市政府外事办表示，加快建设中
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积极拓展国际友
城、领事机构、国际交往关键人脉、重
要国际会议等平台和资源，以更高水
平的国际交往助力推动我市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的实施。2019
年12月，市外办与渝中区政府签订协
议，将渝中区定位为中西部国际交往
中心核心区；外国驻渝总领事馆增至
12家。与各国领馆共同举办经贸人
文交流活动超过50场；当前我市与国
际上48个省州市缔结了正式友好城
市关系，与104个省州市建立了友好
交流关系。2019年，我市举办了智博
会、西洽会、上海合作组织地方领导
人会晤、“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
坛等16场大型国际会议，重庆的国际
交往频度和质量显著增强。今后，将
加快建设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积极
拓展国际友城、领事机构、国际交往
关键人脉、重要国际会议等平台和资
源，着力深化交流合作，扩大国际交
往“朋友圈”，以更高水平的国际交往
助力我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据市文旅委介绍，通过实施大三
峡旅游营销奖励、都市旅游驻场演出、

“重庆好礼”文创产品、“红岩”品牌提
质、传统风貌街区保护开发、“世界温
泉谷”建设和全国乡村旅游品牌创建
等项目，重庆文旅产品有效供给不断
提升；通过“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
推介活动、西部旅博会、重庆文博会、
西部动漫节，全球旅行商大会、世界大
河歌会等活动，重庆文旅品牌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2019年12月1日起，56
个国家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正式实
施，“巴渝文旅云”改版上线，智慧博物
馆和智慧景区建设初见成效。重庆成
为全国网民高度认可的“最宠游客的
城市”，荣获2019亚洲旅游“红珊瑚”
奖——十大最受欢迎文旅目的地；连
续举办4届“重庆文化和旅游惠民消费
季”，全市各级共计投入财政资金1.29
亿元，撬动社会资金8.3亿元用于举办
活动、搭建平台和惠民补贴，惠及8198
万人次文旅消费。今后，将以创建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为动力，
进一步延展文旅消费时间和空间、进
一步培育文旅消费核心品牌、进一步
优化文旅消费体验，着力打造国际文
化名城和国际旅游名城，助力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

市体育局表示，2018年重庆市体
育产业总产出（总规模）达到423.99亿
元，比2017年增长16.9%；实现增加值
185.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2%。
2019年全市举办全国及以上级别赛
事23场，包括2019亚洲田径大奖赛
第一站和第二站、2019资生堂中国杯
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等高规格赛
事。举办青少年体育赛事60场，开展
了2019重庆璧山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重庆武隆国际百公里山地越野赛、第
九届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等市级
大型群体赛事活动70余场次，高标准
举办了2019年全国室内跳伞（风洞）
锦标赛、2019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
等12项示范性赛事，参赛人数已达
15万余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重庆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下一步，将丰富体育消费业态、
丰富赛事供给、推广基本体育技能、
增加设施功能，不断拓展体育消费新
空间，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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