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受到疫情较大冲击的不利情况下，重庆消费市场实现加快回补并连续7个月正增长——

重庆为何能成为消费
□本报记者 黄光红

2020“双11”，重庆人在天猫上的消费
额达到102亿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名第七。

“双11”消费数据及排名，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重庆人购买能力不俗。

比之更亮眼的是，据21世纪经济研究
院近日发布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重庆以
8329.6亿元的社零总额排名全国第三，仅次
于上海和北京。其中，9月份全市社零总额
同比增长9.7%，实现连续7个月正增长。

在受到疫情较大冲击的不利情况下，重
庆消费市场实现加快回补并连续7个月正
增长。重庆为何能成为中国消费第三城？

政策引领支持
提振消费信心

消费一直是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压舱
石”。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
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重庆也不例外。

“面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同时，以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出台了一系
列稳定市场主体和消费促进政策，提振市场
信心，促进消费回补，稳定经济增长。”市商
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相关政策的着力点，最主要是稳定市场
主体和扩大重点领域消费。

其中，在稳定市场主体方面，我市在出
台支持企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召
开了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了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形势下推动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动服务业
恢复发展的意见》。并建立银企对接机制，
出台《重庆市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做好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实施细则》，推动金
融支持政策在消费领域协同发力、直达企
业。

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大、就业影响大、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保供企业、中小微企业
及个体户，精准实施金融支持；对住宿和餐
饮、批发和零售、居民服务类中小微企业，重
点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发放相关贷款贴息资
金2304万元；帮助重庆商社集团、永辉超市
和双福国际农贸城等113家重点保供企业，
获得低息贷款52.02亿元。这些政策举措，
稳定了消费市场主体，保证了消费市场供
应。

在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方面，我市接连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
通知》及鼓励汽车更新换代、家电以旧换新
等通知。市商务委统筹安排市级商务发展
资金，精准发力、定向支持，重点提振汽车、
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市场。其中，对符合条
件的车主售卖转移或报废注销旧车并购买
新车给予资金补贴。

相关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据统计，
今年1-9月，全市限额以上汽车类企业零售
额达702.07亿元，同比增长2.2%；重庆百
货、苏宁易购、国美三家大型商超参与家电
以旧换新活动，累计收旧2万余单，带动消
费近2亿元。

多轮促销活动
激发消费潜力

除了出台提振消费的政策，以“爱尚重
庆”为主线的消费促进活动，也自今年3月
以来轮番上演。

今年3-4月，针对商贸服务业复工营业
后“人气不足、商气不旺”的现状，市商务委
组织开展以“春暖花开·美好生活”为主题的

“十个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号召广大市民走
出家门“吃一碗小面、涮一次火锅、享一回美
容美发、逛一次商圈商场、进一次车市。持

续2个月的活动，加快了消费复苏，4月份重
庆社零增速开始由负转正。

5-9月，“爱尚重庆·约惠夏天”惠民消
费季如火如荼地举行。我市围绕全域联动
惠民消费行动、数字赋能提升行动、成渝双
城消费协同行动等三大行动，策划举办了

“爱尚重庆·惠享渝味”美食消费、汽车惠民
消费、二手车诚信放心消费、家电以旧换新
惠民消费、重庆6·18电商节、66数字消费、
商旅文联动惠民消费等系列主题活动730
余场。按照市委市政府统筹安排，市商务
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联动各区县、各行业、
各企业整合资金近 10亿元，通过消费补
贴、折扣优惠、联动促销、线上引流线下体
验和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动消费潜力持续
释放。

9月9日-10月8日，商务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联合举办2020年全国“消费促进
月”活动，我市同步举办2020年“百城万企
促消费”全国消费促进月“爱尚重庆”金秋消
费节。此次消费节围绕“购潮品、游山水、享
美食、赏夜色、惠生活、助扶贫、汇双城”七大
主题，联动超过6万家线上线下企业，策划
开展近万场各类消费促进活动。期间，联动
社会资本发放消费券近3亿元，拉动销售额
超20亿元，带动全市前三季度批发业、零售
业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2%、4.9%。

此外，我市还于7月31日-10月23日
开展了2020不夜重庆生活节。各区县结合
地域特色，接力推出了150余场各具特色的
夜生活主题活动，多元化展示重庆夜味、夜
养、夜赏、夜玩、夜购“五夜”生活业态，既满
足了市民对多元化夜生活的消费体验，也有
力地促进了消费。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
示，活动期间，共吸引了逾1200万人次现场
参与，实现销售额达121亿元。

“自今年3月以来，重庆可谓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亮点。而这些促销活动，通过市
区（县）联动、政企联动、线上线下联动、‘商
旅文体’互动等形式，增加了消费吸引力，更
加激发了市民消费欲望，进一步释放了消费
潜能。”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
授廖成林认为，这是重庆能够成为消费第三
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线上业态
网络消费升温

网络消费持续升温，也是今年重庆消费
在全国表现亮眼的一股强大推动力。

来自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1-9
月，重庆网络零售额达938.4亿元，同比增长
12.7%，比全国高2.9个百分点。其中，实物
型网络零售额620.7亿元，同比增长24%，
比全国高3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网上
零售额增长44.6%，比去年同期高34.8个百
分点；全市快递业务量49236.98万件，同比
增长25.68%。

“重庆网络消费火，首先在于重庆电商
环境很好。”廖成林分析。

近年来，重庆大力支持电商发展，京东、
淘宝等电商平台纷纷在渝建立了大型仓
库。依托于这些仓库，市民在网上购物，很
多商品当天下单当天就能收到。“这种优势，
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养成了网购习惯。再加
之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更多人偏爱无接触购
物，进一步激发本地居民的网购需求。”廖成
林说。

重庆网络消费火，还得益于各级各有关
部门组织联动各有关企业，多措并举推动线
上线下融合，加快发展线上消费业态。

据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重
庆积极实施新零售企业培育行动，推动传统
商贸零售企业上线发展。如，重庆百货、永
辉超市等零售企业及时上线网上商城，积极
开展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业务；快餐、火锅和药品等服务企业，依托
配送平台开展送餐（送货）到家服务；京东、
美团等加快在渝推广智能末端设备，全面推
行“无接触配送”服务。

同时，我市实施“数字新服务本地商户
扶持计划”“赋能实体零售数字帮扶行动”，
促进1.5万余家商户实现线上转型发展，进
一步完善了“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为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我市还
于今年5月启动实施了“加快发展直播带货
行动计划”。1-9月，全市共计开展了近10
万场次直播带货活动，实现零售额超50亿
元。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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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向菊梅）今年“双
11”落下帷幕。数据
显示，重庆人在天猫
上成交额102亿元，
同比增加76%。今年

“双 11”数据透露出
重庆三大消费新趋
势：线上消费暴增，且
银发族下单越来越
多；年轻消费者越来
越喜欢国货，越来越
追求养生；重庆人最
喜欢线上买3C产品
（信息家电）。

京东发布数据显
示，重庆消费者中，56
岁以上人群同比增长
30%以上。支付宝也
称，这个“双11”有更
多重庆银发族加入数
字消费大军，他们最
喜欢奶茶果汁、汉堡
薯条、炸鸡炸串，与年
轻人最爱品类几乎一
致。

“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以及‘宅经
济’的盛行，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开始网上下
单。”专家分析称，这
表明年轻人和老年人
之间的数字鸿沟在逐
渐缩小。

其次，年轻消费
者越来越喜欢国货，
越来越追求养生。今
年“双 11”，重庆 90
后在天猫最爱品牌前
5位中，国货品牌占4
个，包括华为、美的、
小米、海尔；而去年国
货品牌只有3个：美
的、华为、海尔。支付
宝数据则显示，“双11”重庆足疗产品销量
比上月增长560%，熬夜之后去捏个脚成
90后的养生习惯。京东大数据显示，11月
1日，京东平台上重庆滋补养生品成交额
同比超200%。

“从大数据可以看出，当前重庆年轻人
的消费升级。”京东相关负责人分析指出，

“随着疫情发生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年
轻人对养生更加重视。”

重庆人在线上最喜欢买什么？答案
是：3C产品。所谓“3C”产品，是计算机
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三者的统称，
亦称“信息家电”。

在苏宁，重庆人购买额前5的产品覆
盖冰箱、电视两个品类；购买量前5的产品
主要有料理机、电饭煲、绞肉机、电磁炉、电
吹风等5个品类。天猫上，重庆90后和00
后购买最多的是手机。达达平台上，手机、
电脑数码产品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成为
重庆销售额增长最快的品类，手机数码产
品日均销售额是今年6·18活动期间的2
倍。

此外，卫浴用品也是今年重庆消费者
喜爱的产品。在天猫平台，重庆50后、60
后、70后、80后买得最多的都是卫浴用品；
而去年60后、70后、80后买得最多的是裤
子，50后买空调最多。在京东平台，家庭
清洁等品类的消费也大幅增长。业内人士
称，今年随着疫情发生，人们对健康越来越
重视，不少消费者都在升级换代家里的卫
浴产品以及清洁类产品，所以才出现需求
井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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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九滨路外滩广场夜排档，坐满了前来消费的市民。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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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晚，万盛国能天街汽车夜市，消费者在看车选车。
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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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在渝北区新光天地，2020重庆6·18电商节暨“爱
尚重庆·云享生活”网络消费促进月活动正式启动。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新机遇 新机制 新动能

市场化转型助重庆城投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今年上半年，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城投金卡公司”）打造
的新型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平
台通过开展车辆动态数据分析，为我市
疫情防控及复工后中心城区交通畅通、
精准调度等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该
平台已成为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新型
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

建设新型数字交通服务平台，只是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城投集团”）加快市场化转型，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成立
于1993年的城投集团，经过20多年努
力，已发展成为集城市建设投资及运
营、智慧城市及数字产业、房地产业、金
融业、医疗健康服务产业于一体的大型
企业集团。

为推动城投集团从融资型企业向
经营型企业转变，2019年2月，市政府
常务会审议通过《市城投集团市场化转
型改革方案》，确立了市城投集团“城市
建设运营商”的新定位和“总承包、总代

建、总运维”的“新三总”职能。城投集
团牢牢抓住时代赋予的新机遇，在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

围绕市场化转型落子布局
积极拓展新业务

今年7月，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消息：两江四岸核心区朝天门片区治理
提升项目正进行勘察招标，力争年底动
工。该项目的前期业主就是城投集团。
这正是其转型发展、切实承担“新三总”
职能的具体体现。

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明介
绍，为适应市场化转型发展需要，城投集
团重组了建设业务板块，组建了城投基
础设施建设公司、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公
司，承接集团所有续建、新建市政建设项
目和“两江四岸”项目的建设实施工作。

与此同时，城投集团多管齐下布局
业务板块。一方面，实施“走出去”战略，
与民航机场建设集团签订300亿元航空
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协议，拓展航空产业
市场；与中铁建、中国中铁、民生银行总

行、中信集团等建立项目共享合作机制，
积极储备优质项目。另一方面，加快拓
展集团新业务，通过中电鑫泽基金管理
公司发起的中电基金，参与中国电子的
全国信息产业核心技术项目的投资。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提高市场活力

站在市场化转型的新“风口”，城

投集团如何乘风破浪，汇聚蓬勃的发
展力量？

答案是，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为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城投集团
将土地储备业务移交到市土地储备中
心，将所持约12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商业资产转让给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部分路桥资产也移交出去。

全面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城
投集团积极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
点，提升市场活力。

城投集团不仅与央企民航机场建
设集团等公司合作成立“中交航空港
有限公司，引入龙湖、旭辉等房地产行
业龙头企业参与养老房地产开发，城
投金卡公司还引入央企中国电子作为
战略投资者。

制定《特岗特薪管理办法（试
行）》，率先在市国资系统建立特殊人
才激励和评价机制；制定《重庆城投集
团容错纠错实施办法(试行)》；推进市
场类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等……一
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点燃广大职工
干事创业的热情。

借“智”上“云”
以大数据智能化汇聚发展动能

在重庆，大数据智能化的蓬勃发
展，推动着多个行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创
新。城投集团也参与其中，争当行业发
展的“领头雁”。

近年来，城投集团大力推进大数据
智能化与城市建设运营的深度融合，激
发出改革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

城投集团的在建和新开工市政项
目全面推广“智慧工地”建设；集团数字
化路桥隧管养平台实现12座大桥、3座
隧道视频监控系统、8座大桥健康监测
系统、3座大桥电力监控系统的集成管
理；集团还在南岸区实施了生命通道监
管等新型智慧城市管理试点项目，并与
市公安交管局共建RFID交通管理（重
庆）联合研究中心。“我们将持续推进射
频识别智能交通管理技术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探索新型数字交
通产业。”李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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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金卡公司打造的新型数字交通物联网大数据服务平台目前全国应用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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